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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数量年增长超80％

助跑、起跳、腾跃、落地……山
西太原一家儿童体能馆内，一群五
六岁大的孩子正在练习跳鞍马。负
责人岳希超告诉记者，这是一堂儿
童体适能训练课，除了跳鞍马外，
孩子们还要进行跳远、跑酷等多项
训练。

“儿童体适能也叫儿童体能，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近
年来被引入国内。”岳希超介绍，“3
岁到 6 岁是儿童身体发育和运动
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儿童体能训
练就是主要针对这一时期的儿童
进行去专项化的综合性体育锻炼，
为他们打下良好的运动基础。”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经营一家
少儿体能馆的陈鑫还记得，2018
年，他把少儿体能馆带到这个县级
市的时候，“儿童体能”还只是个在
一线城市时兴的概念，温岭市尚没
有一家专业的儿童体能馆。“两三
年后，儿童体能馆已在全国遍地开
花，仅温岭市区就有 5 家。”陈鑫
说，“来我这里报课的家长也从最
初的五六个发展到现在的 600 多
个。”

长期从事儿童体能培训的爱
酷体育所做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拥有儿童体能
培训课程的机构有 2950 家，而在

2015年，这一数字仅有几十家，儿
童体能培训机构数量正以每年超
过80％的速度增长。

“疫情让很多家长更加关注孩
子的身体发展和免疫力的提升，去
年下半年我们的业绩迎来了大幅
增长。”陈鑫表示，儿童体能培训这
一市场仍有巨大潜力等待挖掘。

入行门槛低速成教练多
行业隐患亟待关注

儿童体能培训行业爆发式增
长的同时，其背后存在的一些乱象
和隐患也引起人们关注。

——行业门槛低，水平参差不
齐。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的
儿童体能培训机构五花八门、鱼龙
混杂。有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正规
的中大型培训机构场地至少要在
200平方米以上，以保证孩子有充
分的活动空间，同时设施要经过软
性材料包裹等特殊处理，以保障安
全。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小
型培训机构的场地只有几十平方
米，空间狭小、空气混浊，还有一些
机构设备老旧，存在安全隐患。

爱酷（北京）体育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东东等业内人士
表示，由于行业门槛较低，大量不
懂少儿体育专业的人抱着“挣快
钱”的想法进入，设计课程的噱头
大于内容，多以低价吸引客流，扰

乱市场的同时，也侵害了消费者权
益。

——速成教练多，缺乏优质师
资。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
院副教授张莹表示，好的儿童体育
教练还应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特
点和教育规律。然而记者了解到，
由于收入不稳定等原因，行业内教
练流动性很大。“目前业内近一半
的教练都是‘速成教练’，大多通过
几天的培训考个证，再跟着正式教
练做一两个月的助教就正式上岗
了。”郑东东说，“真正有经验的优
质师资非常稀缺。”

——课程不科学，没有统一规
范。记者发现，虽然都叫“儿童体能
馆”，但不同机构的教学方式却各
有不同，有的以体操项目为主，有
的以田径项目为主，有的以游戏为
主……一些专业人士指出，3岁到
6 岁的孩子在动作发展上每隔半
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但目前很多
机构从小龄段班到大龄段班都用
同一套教材和教学方法，显然不够
科学。

让孩子更科学地“蹦蹦跳跳”

随着社会发展，幼儿体育教育
日益受到重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提
出：“推进幼儿体育发展，完善政策
和保障体系；推进幼儿体育项目和

幼儿体育器材标准体系建设，引导
建立幼儿体育课程体系和师资培
养体系。”

不少专家认为，儿童体能培训
行业的兴起为少儿体育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探索。“如今在不少幼儿
园，体能课正逐渐成为一种新‘时
尚’。”山西省体操协会秘书长雷丽
云说，“目前仅太原市就有约50家
幼儿园通过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
等方式开设了儿童体能训练课程，
不少学校还将其作为亮点来吸引
生源。”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相关部门
应加大对儿童体能培训的规范和
引导力度，加强幼儿体育教师培养
和学科体系建设，同时推动儿童体
能课程进社区、进校园，引导这一
行业加快发展与成熟。

雷丽云认为，有关部门和机构
应加强对幼儿体育理论的基础性
研究，形成儿童体能训练的科学体
系和标准，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张莹建议在体育院校设置学
前体育专业，将幼儿教学理论纳入
体育教学理论中，培养更多专业的
幼儿体育教育人才，同时相关部门
应在机构、课程、教练等方面加强
规范，建立教练资质认证和机构评
价体系。

据新华社太原1月31日电

机构数量翻倍 半数教练“速成”
——儿童体能培训市场调查

尽心保障留校学生安全过年
提前做好开学计划准备

今年留校过年的学生较往年
几乎翻了两番。教育部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表示，对留校过年的学生，教育
系统和高校将采取“三心”措施，即
精心准备做好疫情防控、尽心尽力
做好服务保障、暖心关爱做好春节
慰问，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
春节。

“各高校后勤服务部门在春节
期间要做好稳价保供工作，包括接
收快递、订外卖等。”王登峰说，对学
生在校期间各方面需求要及时了
解和关注，确保洗浴、体育锻炼、学
习和活动等场所的安全。

对于已回家的学生，王登峰强
调应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控的各
项要求。此外，教育系统要全面掌
握每一位师生假期的健康状况、出
行轨迹，并提供相应的健康防疫指
导。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春季学
期开学安排，王登峰说，教育部目
前的要求还是全面开学、正常开
学、安全开学。考虑到疫情防控需
要和形势变化，教育部将会同国家

卫生健康委修订新版的学校疫情
防控技术方案，并要求各地各校随
时分析和研判疫情形势，提前做好
春季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要
及时调整春季学期开学要求和时
间安排。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还需
要分批错峰开学。如果春节后还有
中高风险地区，这些地区的学生可
能要暂缓返校。

“同时，我们现在也要求各地
各校做好线上线下教学相互衔接
的准备，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开
启线上教学。”王登峰说。

明确返乡防疫要求“六个不”

“为了尽可能降低疫情扩散的
风险，国家依法制定春运期间的疫
情防控政策。”国家卫健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表示，相关政策绝不是要
给春节团聚设置超出防控需要的
障碍。

他明确表示，“层层加码”和
“一刀切”，既是一种懒政，也是对
宝贵防疫资源的浪费，各地要规范
落实2021年春运期间的疫情防控
要求，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相
关工作，不得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
擅自“加码”“层层加码”，不得在工
作中搞“一刀切”。

对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
月 31 日明确表态：除北京外的省
份，要做到“六个不”——

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
过年；不对返乡人员实施集中和居
家隔离措施；不对低风险地区跨省
流动到城市的非重点人群进行核
酸检测；不对省域内低风险地区返
乡的非重点人群查验核酸检测证
明；不对省域内返乡人员进行居家
健康监测；不得随意延长居家健康
监测的期限。

“各地应该及时纠偏。”米锋
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将
密切关注各地政策的执行情况，对
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将予以通
报，要求立即整改。

“我们提倡大家春节假期非必
要不流动。”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
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表示，但不
管是否流动，都要做好个人防护。
如果要返乡，公众一定要提前做好
出行规划，及时关注目的地疫情变
化和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并关注
交通部门的出行提示。

确保“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近期，受寒潮天气、新冠肺炎
疫情，以及春节临近、消费拉动等
因素影响，一些地区部分农产品价

格上涨。春节“菜篮子”产品供给形
势怎样？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
导司副司长毛德智表示，预计春节
期间“菜篮子”产品总体生产形势
较好，市场供给有保障：

——蔬菜水果方面。目前全
国在田蔬菜面积8500多万亩，同
比增加 100 多万亩。近期全国平
均每周蔬菜收获产量稳定在1400
万吨左右，同比持平略增。去年
水果总体丰产，当前市场供给充
足、品种丰富，后期价格将以稳
为主。

——生猪等畜禽产品方面。
2020年以来，在市场拉动和政策
激励作用下，生猪生产持续加快
恢复，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预计今年1月至2月生猪出栏
比上年同期增长25％左右，后期
供需关系将越来越宽松。春节期
间产蛋鸡和肉鸡存栏处于历史同
期较高水平，鸡蛋鸡肉市场供应
比较充足。预计春节前牛羊出栏
将显著增加，牛羊肉价格也将趋
于稳定。

——水产品方面。湖北、江西、
广东、福建等渔业主产区生产形势
较稳定，预计春节期间水产品供给
充足、质量向好。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在校留得住·返乡不“加码”·“菜篮子”有保障
——三部门回应就地过年热点问题

2021年春
节临近。部分
留在学校过年
的学生是否能
得 到 妥 善 安
排？个别地方
擅自“加码”防
疫要求是否合
理？春节期间
农产品供应能
否满足需求？
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1月31
日 召 开 发 布
会，对社会关
心的热点问题
作出回应。

随着寒假
到来，儿童体
能培训市场更
加“升温”。记
者近日调查发
现，随着家长
对儿童体能关
注度的提升，
儿童体能馆迎
来了行业快速
发展期。但“火
爆”背后也存
在诸多隐患，
尚处于发展初
期的儿童体能
培训行业亟需
相 关 部 门 引
导、扶持与规
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