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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苏（霞山）

上两个星期，我们学校刚好开展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测试结果很让笔者吃
惊。平时总是看着班上的孩子们在“跳
来跳去”，感觉他们个个都身体棒棒哒。
没想到体质测试一来，班上几个孩子反
而在跳绳和肺活量上不达标。但反过来
看，这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体育课的重要
性，最起码近两周的体育课无论老师和
学生都上得格外认真。

其实，体育锻炼热情不足，还真不只
是大学生的问题，只不过是南京邮电大
学的这个特殊的“健康奖学金”，才把大
家的焦点聚集在了大学生的身上。

“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都重视体育的作
用。古时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射与御其实就可算是体育教育。过去一
段很长时间，我们讲“三好学生”，就是要
德智体都优秀。如今，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体育始终在其中。但实话说，学校体育
锻炼的“存在感”还是太弱了，直至今天，
体育课依然被当成学校教育里的“配
角”。在一些中小学校，如果“主科”有什
么需要的时候，体育课必须无条件让步
甚至“牺牲”。这样一来，学生心中自然

从小就会形成体育锻炼比不上学习知识
文化重要的印象。到了大学，那些没有
运动习惯的学生，有时间当然就去逛图
书馆、玩手机、参加社团活动，体育运动
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体质自然也
就降了下来。

其实，比起设“健康奖学金”，笔者反
而觉得大学和部分有条件的中小学，应
该更多地在体育课程设计上下功夫，让
学生们真正爱上运动，让热爱运动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日常习惯。例如，浙江大
学就开设了舞龙舞狮课，舞龙舞狮可以
全面发展力量、协调、灵敏，柔韧等身体
素质，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意识及吃苦耐
劳的精神。我们湛江的醒狮和人龙舞也
是国内外出名的，可不可以把这些湛江
人喜爱的运动“搬”进体育课堂里呢？又
例如，厦门大学在2014年开设了潜水课
作为体育特色课程，男生需要连续游400
米，女生需要连续游200米；成都大学开
设攀树运动课，这门课程将教会学生如
何安全地爬树，甚至在树木之间灵活穿
梭；中国药科大学开设了传统射箭课，通
过长期练习传统射箭技术，让学生能更
好地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特
色体育课的经验，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借
鉴学习。要学生爱上运动，首先我们就
是要把体育课先弄得有趣精彩起来。

陈先生咨询现湛江市所有小轿车
是否有文件规定需强制性安装ECT
方可通过年审或才能上高速，希望相
关部门给予给予答复。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交警支队
车辆管理所查实，回复如下：根据《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大力推动高速公
路ETC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交办
公路明电【2019】 45号)、《广东省交通
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大力推动高速
公路ETC发行工作方案的通知》(粤
交费【2019】 528号)及《关于印发湛江
市审核收费公路制度 ETC 发行实施
方案的通知》 (湛交财【2019】 21 号)
文件要求,各地要维护好城区集中安

装点、高速公路收费站及服务器ETC
业务办理现场秩序及安全。新车上牌
时应安装ETC车载设备,旧车年检时
发现未安装ETC的应安装ETC车载
设备。开放交警办证窗口、车管所、车
辆检验单位场地,由ETC合作单位驻
点提供发行服务。为落实交通运输
部、省厅工作部署要求,车管所在办证
大厅张贴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及湛江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发布公告,温馨
提示广大粤G车主,从2019年9月起,
凡申领粤 G 车牌,办理粤 G 车检的汽
车,应办理申请安装 ETC 车载设备。
各位车主可到 ETC 便民窗口免费办
理车载设备。

市民反映赤坎区华景公寓广东南
粤银行正对面南桥南路段南桥河大理
石栏杆有一截松动，存在随时会掉下
砸到行人的隐患！请相关部门抽时间
检查维修。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针对
市民反映的问题，我局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处理。经
查，市民反映的情况属实。我局赤坎

市政维护站工作人员随即对赤坎区华
景公寓广东南粤银行正对面南桥南路
段南桥河边松动的大理石栏杆进行修
复，现已修复完毕。给您带来不便，敬
请谅解。下一步，我局将加强对市区
市政设施的巡查维护管理，维护良好
的城市环境。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
的关心和支持，谢谢。

彭先生是广东省湖光农场的居
民，其反映688县道麻章区南国花卉
科技园门口至374省道麻章区高阳考
场路段的隔离带建设过高，导致车辆
无法观察对面路况，且该路段车辆行
驶时车速过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降低隔离带高度以及在
该路段设置减速带。

麻章区人民政府：经麻章区交通
运输局核实情况，现答复如下：省道
374线麻章区高阳考场路段作为湛江
市区连接县区及高速的主干道路，未
来的交通量将急剧增长，做为湛江市
西南出口的重要门户形象，改造该道
路势在必行。根据湛江市市委市政
府、麻章区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将
该路段的改造列入我市重点建设项
目，建设方案经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批

复。由于该路段需进行“白改黑”改造
（即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进行加
铺沥青混泥土），路面标高增高，故道
路中央的隔离带防撞墙相对改造后的
路面高度相应降低，原有防撞墙结构
尺寸已不能满足《公路交通安全设施
设计细则》(JTG/TD81-2017)的相关
规定，因此需对中央的隔离带防撞墙
进行破除重建进行加高处理。现部分
路段隔离带防撞墙已完成改造，但尚
未完成沥青面层的加铺，故现在隔离
带防撞墙的高度不是最终高度。考虑
到该段道路是交通要道不能进行全封
闭施工，施工单位已增设交通安全警
示及相关设施，建议司机朋友在该路
段减速慢行，共同营造更加安全便利
的出行环境。

该处松动的大理石栏杆已修复完毕

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 陈海鹏 谭小羽 整理

建议司机朋友在该路段减速慢行

各位车主可到ETC便民窗口
免费办理ETC车载设备

让学生爱上运动

梁嘉雯（赤坎）

有个健康的体魄是创造一切可能
性的基础，唯有身体健康了才有精神
好好学习、才有精力打拼事业。然而
现在有些年轻人的日常状态就是能躺
着绝对不坐着、能坐下就绝对不站
着。他们还不太能够意识到健康的重
要性，肆无忌惮地挥霍甚至是透支自
己的健康。

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同学大学
毕业后，时常因外出谈生意不得不去
应酬，到处去胡吃海喝。然后业余时
间哪儿也不去就喜欢呆在宿舍打游
戏，因而在“发福”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年那个作为篮球队主力为班级赢得
许多荣誉的翩翩少年郎如今却变得大
腹便便。去体检的时发现因肥胖导致
健康状况亮了红灯从而影响了日常工
作及生活，幸而我同学及时在医生的
指导下作出了改变，请私人教练制定
了合适的健身计划，现在一有空闲时
间就去健身房练器械或者到户外去骑
行、跑步。

我的大姨是个闲不下来的女强
人，每回都是风风火火地出现在我们
面前，总感觉她不知道累是怎么一回
事。其实熟悉我大姨的人都知道她有
个非常棒的习惯：长年坚持徒步。湛
江各大公园都是她最爱的打卡点，留
意一下就发现她总是霸占着我微信步
数排行榜的首位。长期坚持运动让我
姨的身材线条和肌肤状态都把她的同
龄人甩开一条街，整个人的气色和精
神状态是让我们这些后辈都极其羡慕
的。

在我看来，学校设立健康奖学金
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吸引和鼓励学
生们多参加体育活动并使之坚持下去
从而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学生时代
时间是相对充足的，而且还有许多爱
运动的小伙伴陪同着一起锻炼，让你
不会感到孤单，因而在学校里养成坚
持运动的习惯还算是比较容易。再说
了，爱上体育运动既可以把身体素质
给提上去，还可以有机会获取健康奖
学金，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将运动的
习惯一直保持下去，对日后的工作以
及生活绝对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年轻
人，有时间就动起来吧，将运动进行到
底。

将运动
进行到底

关月（霞山）

为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增强学
生体质，南京邮电大学设立“健康奖学
金”，这种做法可谓煞费苦心。且不论这
1500元的“健康奖学金”到底能带动多少
学生去锻炼，光是传递出注重健康的理
念，就很值得鼓励，也很值得我们去反
思。

笔者参加工作将近第10个年头，越
来越认同报道中“健康奖学金”捐资设立
人李健的那番话。他说：“在人的一生
中，健康最重要。同时，健康的身体是职
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的，哪个企业不
愿意自己的员工健健康康的呢？毕竟，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的精神
状态和身体本钱去完成工作。

如今，不少人宁愿花费时间在上网
打游戏、玩手机刷剧上，也不愿意去参加
体育锻炼。一提起去运动，相比起职场
人要么“没时间”，要么“太累了”，有些大
学生则更直接地表示“没兴趣”，这实在
令人担忧。今年六部门联合开展第八次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结果还
没有公布。而上一次全国学生体质和健
康调研，是在2014年。据那一年的评估
结果，与2010年相比，中小学生体育素质
继续呈现稳中向好趋势，唯独大学生身
体素质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
22岁年龄组的男生速度、爆发力、耐力等
身体素质指标都持续下降。本来正应处
于身体机能巅峰状态的大学生，反而出
现身体素质持续下降的现象，不得不令
人担忧。

为什么上到大学，身体素质就转趋

下降？这不爱运动肯定是最重要的因
素。一方面，是不少大学生离家求学，开
始独立生活，处于“没人管”的状态，于是
熬夜打游戏、玩手机、刷小视频等坏习惯
就逐渐形成，久而久之，身体自然被耗
损。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的体育课不像
中小学那样有硬性要求，没有了体育成
绩的升学压力后，一些大学生干脆就不
再做运动了。但这两方面原因，归根究
底，其实是一些大学生对运动没有“兴
趣”。

我们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
果一个学生从小就喜欢打篮球、打羽毛
球，那么他也不至于到了大学就断了自
己的爱好。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小
学的时候，虽然大部分学校都比较注重
学生的体育锻炼，但更在意的其实是体
育成绩，而不是对学生运动兴趣的培
养。在中考前夕，我们会看到很多应届
考生在忙着参加体育锻炼，但在不少人
眼中，这不过是升学的敲门砖，体育锻炼
也简单地等同于体育考试科目。那么升
学之后，没有培养出体育兴趣的部分学
生自然会放弃继续锻炼，而是把更多的
时间用于背书做题参加考试上面。

中小学阶段，迫于升学压力让学生
把体育放在一边，又或者让学生参加应
试体育锻炼，到了大学之后，又千方百计
想让学生立刻爱上体育运动，这恐怕很
难办到。要真正增强学生体质，就必须
让大中小学联动起来，一以贯之地持续
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让学生在学校里
总能找到运动的快乐，一些人甚至可以
发掘自己的体育特长，这样才能让学生
们更自发地爱上体育、爱上锻炼。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健康奖学金”大家谈

治理车辆乱停乱放
郑先生反映麻章区学智路赤岭上

村路段一边的车道24小时停满了车
辆，严重影响附近村民的出行且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警麻章大
队民警在郑先生所反映的路段进行多
次突击整治,对于乱停乱放在该路段
的车辆,民警立即联系车主,给予处罚,
并教育司机以后不得乱停乱放,阻碍

交通,司机也明确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迅速将车辆驶离,并答应以后不再乱
停乱放,遵守交通规则,此次突击整治
查处了一批乱停乱放的车辆。交警麻
章大队一直非常重视该地的管控,以
后会继续加大对该地的整治与管理,
治理好车辆乱停乱放问题,为麻章市
民提供一个平安和谐、畅通有序的交
通环境。

单位证件
●湛江市赤坎区美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2071913499A）遗失发

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

●廉江市城北希彤按摩馆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吴川市一中实验学校第一食堂遗失吴川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6年4月1日签发的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408830004125，声明作废。

●洪宇建设集团公司湛江分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源泉文印店莫守伟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7年9月27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03MA4X66GJ0E，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海洋轩酒楼遗失湛江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2016年5月6日签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8000002175，声

明作废。

●雷州市沈塘高乔珍个体运输户遗失雷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7月17日核发粤GE0019

车辆的营业执照正、副本，营业执照号：

92440882MA520WUQ9D，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荣尚便利店陈健伟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2014年12月2日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807600053145，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荣尚便利店陈健伟遗失粤湛税字

44080419860820085001号税务登记证副本，

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荣尚便利店陈健伟遗失湛江经济

技术开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6年3月30

日签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408010001558，声明作废。

●湛江广和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市工商行

政 管 理 局 签 发 的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号 码 ：

30018030048275，声明作废。

●湛江市万邦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同仁堂药房

遗失湛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6年12月6

日签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408000004397，声明作废。

●广州宝威裕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遗失湛江鹰

展假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3日开

具的壹层第022号铺装修保证金收据，编号：

7388276，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向阳园中园幼儿园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910004969201，声明

作废。

●湛江开发区江邵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2910005213201，声明作

废。

●湛江市霞山区郑汉华水产经营部郑汉华遗失

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4年10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803600301147，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麻海路121号15

幢109房樊崇阳遗失麻章公安分局2017年签发

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赵水柱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440800086041，声明作废。

●陈双进遗失残疾军人证一本，证号：粤军

0029616，声明作废。

● 陈 土 富 遗 失 就 业 创 业 证 一 本 ，编 号 ：

4408040016000486，声明作废。

●安竟慈遗失APEC商务旅行卡一张，证件号

为:000117989，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椹川大道南23号8幢

106房睦丽萍遗失霞山公安分局2005年签发的

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南方村四巷9号102房

吴 健 民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一 本 ，证 号 ：

44080219630103041043B1，声明作废。

●吴川市海滨粤海装饰材料部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40883L29100569，声明作废。

●吴川市圣洁洗涤服务中心杨亚贵遗失吴川市

市场监管局2017年2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3MA4W898616，声明作废。

●吴川市李志波遗失《国内海洋渔船安全证

书》，证书编号为：4408830190825，声明作

废。

●吴川市郑成芬遗失购买地皮款现金收入收据

一张，号码为：040599，声明作废。

●遂溪县乐民镇下六村194号陈小飞遗失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粤交运管许可湛字

440800061425号，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遂城镇白水村社坛经济合作社

遗 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正 本 ，核 准 号 ：

J5913000494001，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遂湛路96号12幢109房毛永

明遗失县公安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遂溪县草潭镇塘仔北村19号符鸿涛遗失县公

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廉江市中山五路56号五楼李伟书遗失就业创

业证一本，证件编号：4408810014002661，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