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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分分钟钟倒倒下下3300多多个个““娇娇娃娃娃娃””
军训学生体质弱，增强体质家长不能“护犊子”

细数变化

本报记者 李云云

变化一：

队伍中“小胖墩”增多了

记者在军训队伍中发现，每排中
几乎都会有一个较胖的学生，平均下
来，一个班能有三五人。陈老师担忧地
说：“班级里的小胖墩逐渐增加，这样
下去，孩子身体受不了。”据陈老师介
绍，之前班级也就一两个体型较胖的
学生，现在太多了，这类学生跑操、上
体育课都成负担，在“小胖墩”中男生
的数量较多。

商河县人民医院的刘峰医生解释
道，现在学生饮食不规律，运动又少，
超重儿童较多。这类学生今后在“管住
嘴，迈开腿”的基础上，家长和学生更
要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刘峰说：“超
重儿童减负，要心理和生理一起抓。”

变化二：

“吃不消”的男生增多了

在大多数人眼中，男生的身体素
质要比女生好，在军训中“败下阵”来
的多数是小姑娘。记者在观察中发现，
其实不然，不少男生也开始在军训中
吃不消。在7日的军训中，30多个出列
的学生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有老师
感叹道：“现在的男生这是怎么了？”

据苏教官介绍，近几年的军训过
程中，女生的适应力和耐力正在逐渐
加强，男生的身体素质下降明显。他认
为，随着男生宅在家打游戏的时间增
多，运动时间反而比女生要少，体质越
来越弱，在军训中不少男生都“提不起
神儿来”。

变化三：

组织军训的学校增多了

前几年，在商河举行军训的学校
主要有商河一中、商河二中两所学校，
近年来，组织军训的学校逐渐增多。据
商河县人武部芦参谋介绍，今年与商
河县武装部联合组织军训的学校达到
了6所，包括沙河、郑路、白桥等乡镇中
学。

芦参谋表示，学校的国防教育观
念正在逐渐增强，作为“开学第一课”
的军训正在成为不少学校的传统。而
军训的主要目的，在增强国防观念、组
织纪律观念之余，学校更注重的是增
强学生的集体观念和团结意识。芦参
谋说：“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凝结在
一起，军训是个不错的选择，学生在军
训中展示出来的集体意识，在今后的
班级生活中至关重要。”

变化四：

农村娃、城里娃体质差距缩小了

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农村娃”的
体质要比“城市娃”好一些，军训过程
中，“农村娃”很少出现晕倒的现象。不
过，在近几年的军训过程中，“农村娃”
在体质和耐力上的优势正在减弱。苏
教官说：“前几年，农村学生的体质要
明显好于城区学生，不过近几年这种
差距在减少。”

谈及原因，苏教官认为，农村学生
的活动量逐年减少，之前农村学生从
事农活等体力劳动，现在农活基本不
需要学生做了。苏教官说：“现在农村
有很多留守儿童，都是爷爷奶奶的宝
贝，保护得很好，但是老人在增强体质
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孩子锻炼得越来
越少了。”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邢
敏） 6日下午，商河一中2015
级新生军训汇报表演在学校
运动场举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1080多
名高一新生组成的17个方队
向大家展示了为期一星期的
训练成果。在激越的进行曲声
中，领导们检阅了本次新生军
训的17个方队。随后各方队分
别进行了分列式表演和队列

训练表演。同学们英姿飒爽、
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划一，以
高昂的热情向领导们展示了
军训的丰硕成果。他们过硬的
纪律素质也征服了在场的每
一位观众，赢得了阵阵雷鸣般
的掌声。

最后，经军训工作领导
小组根据军训纪律、军训作
风、内务整理和训练成绩，并
结合平时表现等综合评比，

高一一班在内的五个班级获
得了“先进班集体”的荣誉称
号。

“通过军训，同学之间相
互熟悉起来，班集体变得更
加团结。虽然自己变黑了、瘦
了。但教官教会了我们军人
精神，使我们学会了坚持和
永不放弃。”高一一班的张弛
说，军训中学会的东西将会
使他们终身受用。军训不单

能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而
且使学生学会了团体精神及
纪律意识。

据了解，除商河一中外，
商河县人民武装部还接受了
县内其他四所学校的新生军
训培训任务，参与培训的教官
总共47名，商河一中新生们出
色的训练成果，让参与培训、
付出辛苦的17名教官感到很
欣慰。

商商河河一一中中千千余余新新生生参参加加军军训训汇汇报报表表演演

男生体质下降明显

军训学校逐渐增加

军训越来越成为学校的必修
课，随着军训学校的增加，军训中
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变化，军训也
将越来越受到学生、家长和学校
的重视。

相关新闻

近日，商河县迎来“开学季”，军训成了高中生和初中生的“开学第一课”。在成功避开40天
的伏天后，军训中仍有不少学生出现晕倒的现象，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学生体质弱的问题。
如何增强体质，教官、医生纷纷献策，在增强体质路上家长不能再“护犊子”。

别让体质弱成为军训无法言说的痛。（资料片）

军训首日，15分钟军姿没站完，30名学生难坚持
9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商

河县文昌实验学校的操场上，
看到学校初中部的军训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800多人
共组成了18支队伍。“向右看
齐，立正……”一声声训练口
令时不时在操场上响起。据了
解，今天是文昌实验学校初二
初三年级的首日军训，初一年
级已经于昨天先行开练。

3点15分左右，800多名学生
在18名教官的带领下开始站军
姿。因为第一天训练的缘故，多
数学生站姿不标准，不少教官手
把手纠正。张教官说：“今天刚开
始训练，很多学生还不适应，加
上之前接触正规的军事训练较
少，所以很多动作都得重复进
行。”军训首日，训练强度较小，
站军姿成了学生的主要功课。

操场上的温度大约在30℃
左右。记者发现，前5分钟，学生
做得很认真，5分钟之后队伍开
始松动，大约7分钟左右，初二年
级中有一个女生打完报告后突
然蹲下，在教官的搀扶之下去操
场边的阴凉处休息。随后，记者
看到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一个
男生脸色发白，脸上布满汗珠，
身体开始摇晃，教官发现后及时

将男生扶到操场边上休息。郭教
官说：“他已经开始出虚汗了，汗
都是凉的，这种情况下要及时休
息。”

队伍中陆续有人出现发
晕的现象。记者粗略一算，从
站军姿开始不到15分钟的时
间里，800人的队伍中有30多
名学生因身体不适，难以继续
坚持，离开队伍。

发晕反映体质弱，假期作息不合理可能是主因
20分钟左右，下午的第一

次军姿站立结束，教官们开始
让学生们原地踏步。苏教官
说：“站完军姿后，最好不要立
即休息，可以原地踏步缓一缓
再休息，高强度的训练后立马
休息，身体容易吃不消。”

据苏教官介绍，商河县
武装部今年负责商河一中、
商河职业中专、沙河中学等
学校的军训工作，在军训过
程中，几乎每个学校的学生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晕倒现
象。苏教官说：“第一天军训，
学生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属
于正常现象，渐渐地，学生逐
渐适应军训生活，大约三天
之后，就很少出现学生发晕
的现象。由于初一昨天已经
练了一天了，今天出现身体
不 适 的 就 比 其 他 年 级 少 一
些。不过这一定程度上也反
映了学生体质较弱。”

陪学生训练的老师看着

学 生 接 二 连 三 地 离 开 队 伍
后，既心疼又无奈。不少老师
叮嘱离开队伍的学生赶紧坐
下来休息，有的老师给学生
拿来水。陈老师说：“现在的
孩子，体质一年比一年弱，正
因 为 这 样 我 们 才 要 锻 炼 他
们。在增强体质的同时，锻炼
学 生 毅 力 和 克 服 苦 难 的 勇
气。”

谈到学生发晕的原因，除
了自身体质外，苏教官认为

“放肆的暑假”是学生体质下
降的导火索。初中生的假期在
50天左右，不少学生在暑假里
开启“疯玩+熬夜”模式，上学
时的合理作息完全打破，生物
钟混乱，身体机能下降。一名
学生告诉记者,“中考结束后，
没有暑假作业，我每天上午10
点多才起床，在家没事就是上
网或者看电视，想出去玩玩，
又怕热，现在突然早起军训，
身体根本吃不消。”

久坐易使血压低，家长应该放手让孩子“动起来”
记者在商河县人民医院

了解到，每年军训都会出现学
生晕倒送医的情况，学生体质
总体上偏弱。医务科医生刘峰
谈到，学生在军训中出现晕倒
现象除了先天因素外，主要还
是由于学生突然从低强度锻炼
向高强度训练推进时，各项身
体机能无法及时转换。刘峰说：

“随着军训的进行，这种情况会
好转，学生平时久坐多了，一时
间动起来还有点不适应。”

军训中学生会出现中暑、

低血糖、低血压等一系列身体
不适的反映。刘峰谈到，目前
的气温中暑的现象较少，低血
糖主要是不少学生饮食不规
律，不吃早饭等原因造成的。
血压低则在众多原因中潜伏
性较大，主要是学生长期久坐
造成的。他解释道，学生在久
坐过程中，心脏位置偏低，血
压要比正常略低一些，军训过
程中突然长时间站立，血氧供
应不足。刘峰说：“学生在平时
课间活动中，最好能站起来动

动。”
军训期间，总会在学校门

口看到拎着大包小包的家长，
在大多数家长眼中，军训就是
孩子的“苦日子”。家长王女士
说：“昨天我女儿给我打电话
的时候，都累哭了，今天赶紧
来看看，可别把孩子累坏了。”
据王女士描述，她女儿平时多
数时间宅在家里，零零散散的
家务更是舍不得让女儿动手。
提到孩子平时的外出锻炼，王
女士表示“孩子很少出去，我

们也不放心。”
对此，刘峰说：“家长一定

要放手加强孩子的锻炼，要是
这样圈养下去，孩子体质会越
来越弱，家长不能老是护犊
子，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运动，
骑自行车、跑步等运动都可
以。”军训中，学生和家长关心
的饮食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他认为学生多吃一些
吸收快的应急食物，面食和蔬
菜为主，可适当补充淡盐水和
白糖水，平衡身体各项机能。

本报记者 李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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