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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长跑运动员的科学选材
茶陵第一中学 陈志刚
水平。 因此，在选拔儿童、少年中长跑运动
员时， 必须高度重视这一方面。 心肺功能
好，主要表现在心脏的每搏输出量、最大氧
气摄和最大负氧债的能力等， 也就是有氧
代谢和无氧代谢的能力。 根据有关资料得
知， 不同心肺功能的人其差异是从童年就
表现出来的。 测量心功能简单易行的方法:
先测量儿童、少年平静时的脉搏次数，然后
让他们以同样的速度跑同样的距离， 测量
他们负荷后的脉搏和 3 一 smin 后的脉搏频
率，看恢复情况。 凡是基础脉搏较慢，负荷
后脉搏增长次数较少， 恢复时间较快的儿
童、少年，其心肺功能为优等。
耐力素质， 尤其在无氧代谢供能状态
下的耐力素质是中长跑运动员的主要素质
之一。 当然，氧供应充分下的耐力素质以及
磷酸原代谢下的速度素质也是重要素质之
一。 在中长跑项目中，无氧耐力的好坏从某
种意义上讲，决定着运动的负荷强度；有氧
耐力的好环，决定着持续运动的负荷时间，
因此，两者都很重要。
三、心理素质
由于中长跑运动要求运动员大脑皮层
能承受较长时间的、反复的、单一的均衡刺
激，所以选择神经类型以安静型为主，同时
还要求运动员具备坚韧不拔、不怕困难、勇
于拼搏的意志品质。 实践和有关资料表明：
这样的人比其他类型的人更易于从事中长
跑运动。
四、技术水平
要求跑的动作灵敏、协调、放松、自然，
动作频率稍快，向前摆腿积极，后蹬有力，上
下肢动作协调，身体重心较平稳。
第一阶段，准备部分。 中长跑运动员开
始训练和选材的年龄应在 8 一 11 岁 (但不
能大于 12 岁)。 这是由于儿童一般耐力素质

自然增长速度最快时期是从 8 岁开始的。而
受训练负荷影响最敏感的阶段是在 11 一
18 岁。
第二阶段，初选阶段。 这一阶段的任务
是初步选拔适合中长跑训练的运动员并确
定在中长跑专项上有发展前途的运动员。
经过 1 至 2 年的训练和体育锻炼，评定测验
成绩及其提高速度要考虑生物年龄， 因为
这种生物年龄与性成熟快速发育期是相符
的， 在中长跑项目中专项身体素质和身体
机能的发展水平对于获得高运动成绩起重
要作用。
第三阶段，全面选材阶段。 这一阶段的
任务是选拔在中长跑项目上可能达到高水
平的运动员一般在 17 一 18 岁， 经过几年
的训练， 可塑性机能潜力的差别已表现出
来，还需要对心理品质、运动竞技能力等因
素进行测试。 再结合家族调查、身体检查等
评价运动潜力和培养前途， 确定 1 至 2 个
专项。
第四阶段，优选阶段(19 岁以上)。 在这
阶段选材过程中， 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身体
素质和机能的发展水平、运动成绩、比赛的
稳定性、 在竞争激烈条件下动员自己并表
现出很高的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要提高中长跑的成绩，
除训练体系以及教练员的水平之外， 首先
应重视对少年、儿童的科学选材，选材既要
看到运动员的外在表现， 又要可测知机体
内部各组织器官的功能状况， 根据运动实
践要求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使中长跑
运动员选材趋于完善， 才能制定出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选材标准和计划， 以指导长年
有规律的训练。 通过各种形式，采用各种手
段和方法， 对中长跑运动员有目的的进行
全面的身体练习。

如何构建中学生的
“
低碳生活”
衡阳市珠晖区第二中学 张定照
新华网济南 12 月 7 日专电，随着哥本
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 如何降低碳排放成
为人们的关注话题。 如果说，保护环境，保
护动物， 节约能源这些环保理念已成为准
则，那么“低碳生活”则更是我们急需建立
的绿色生活方式。
一、理解
“
低碳生活”的内含
“低碳生活”是个新概念，却是可持续
发展的老问题。 它反映了人类因气候变化
而对未来产生的担忧， 世界对此问题已达
成共识。
低碳生活（low.Carbon living），是指生
活作息时所消耗用能源要减少， 从而减低
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低碳生活，对于
我们普通人来说。 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能
力。 我们应积极提倡并实践低碳生活，注意
节电，节油，节气，从点滴做起。
生活中，倡导的低碳生活很具体，落到
实处，不外乎两层意思：一是在生活中减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 是为了解决全球变暖的
问题；二是跟“
低碳″一样，为了瘦身，在饮
食中减少碳水化合物。 笔者认为对占主流、
有共识的“低碳生活”观念可以概括为“适
度吃、住、行、用， 不浪费，多运动。如以中国
传统文化来解释这一理念的主要内涵，还
可简化为
“
勤、俭”字。
二、树立
“
低碳生活”两个观念
1、
“
低碳生活
“
这一理念着眼于人类未
来。 近几百年来，以大量矿石能源消耗和大
量碳排放为标志的工业化过程中让发达国
家碳排放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 也令
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期以来习惯于
“
高碳”模式，并形成了全球
“
样板”，最终导

“
高碳”所绑架。
致其自身和全世界被
2、
“
低碳生活”最根本的挑战是，它要求
改变人类自工业化以来形成消费理念，特
别是那种消费至上的消费文化。 虽然消费
至上看起来是美好的目标，但以
“
低碳生活”
理念看来， 它是牺牲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
利益的短期行为。
三、破解
“
低碳生活”三个困惑
首先，实现“低碳生活”是不是意味着
降低大家的生活水平？ 吉林大学与资源学
院教授王宪恩等专家们认为， 全面实行低
碳生活与保持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方向
并不冲突， 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 其中的关键
是要找到一个结合点， 探索一种低碳可持
续消费模式， 在维持高标准生活的同时尽
量减少使用消费能源多的产品、 降低二氧
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尽量遵循自然通
风自然采光的原则。 而且所有灯具，尽可能
节能、环保。 教室的门窗，建议采用中空玻
璃，不仅把热浪、寒潮挡在外面，还能隔绝噪
声，降低能耗。
其次，
“
低碳生活”离我们生活太遥远，
作为学生是否
“
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长
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在短
时期内难以改变。 在这种惯性生活模式下，
推行低碳生活可能会带来不便， 但这些并
不能成为人们拒绝低碳生活的理由， 只要
我们从细节入手，有改变的决心和愿望，低
碳生活完全可以实现。
低碳生活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洗澡温度
调低 1 度， 每次洗澡可以减少二氧化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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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衣服自然
晾干，可以减少 2300 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再次，低碳生活是学生自己的事，学教
及教育部门是否能当
“
甩手掌柜”？ 专家则
认为。 学校及教育部门不仅是社会事务的
管理者，更是学校的服务者，低碳生活不仅
仅是大家的自觉行动， 也需要学校及教育
部门营造一个低碳生活环境。 比如，建设低
碳学校， 给自觉实行低碳生活方式的学生
给予一定的奖励等， 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对
学生的生活行为进行引导， 这都对形成良
好的低碳生活方式具有：“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
四、落实
“
低碳生活”四个具体行动
1、
“
锁定”低碳生活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 人们在初始路径和
规划的选择具有依赖性，一旦作出选择，就很
难更弦易辙，这种现象简称为
“
锁定效应”。
学校应制定一定制度， 要求学生遵照执
行。 采用班级竞赛，个人比赛等形式开展流动
红旗评比活动并持之以恒，推进低碳生活。
2、从我做起，养成
“
低碳生活”习惯
比如，每天使用传统的发条闹钟，取代
电子闹钟；用节能灯替换 60 瓦灯泡；听音乐
把声音调低，不乘车，改骑自行车或步行上
学，少吃口香糖，不使用一次性餐具。每年少
置一套衣服等。
3、立志、成材、推行低碳文化
就在不久前，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峰会上郑重承诺： 要大力发展
绿色经济， 积极发展低碳生活经济和循环
经济，构建低碳生态等，逐渐成为世界期望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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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既是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发
展的迫切要求， 又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
求。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人，对象是人，因
而其根本任务是启发人的自觉性、调动人的
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性。 新时期的思想政
治工作，必须更多地关注人，尊重人、关心
人、开发人。 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思
想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物质和精神的需
求得不到满足， 是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因此， 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
须把工作的切入点更多的放在受教育者身
上，认真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生存、发展需求
的新变化，研究新的社会群体生存、发展需
要的新内容，研究影响一个利益集团和社会
湖
群体思想形成的背景和因素，掌握共性的东 南
西，同时还要关注每个人的个性特点，研究 省
一个具体的人特定思想形成的客观原因，通 核
工
过有效地改变影响人的思想的外在因素，达 业
到影响人的思想目的。
地
一、以人为根本，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 质
局
启发人的自觉性
三
人对尊重的需要是人的较高层次的社
会性需求的一部分，是社会中的人对自我评 一
大
价和社会尊重的渴望。 满足尊重的需要会导 队
致快乐、自信和力量，相反则产生悲伤、自卑
周
和无能的消极感觉。
军
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启发人的
自觉性，而人的自觉性是以其合理的需要得
到满足为基础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
活的丰富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的
需要越来越强烈。 从一定意义上讲，互相尊
重，互相信任的良好人际关系对启发人的自
觉性起着重要作用。 满足人的尊重和需要是
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启发人的自觉性的
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
方法，原则在逐渐改进和完善，内容和形式
在不断丰富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者采用以
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和平等、民主的
方法，懂得教育人首先要理解人、尊重人，并
把尊重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贯彻到实际工作中，
收到了较好效果。 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坚持平等的态
度、民主的作风、疏导的方法最为关键和重要。 具体而言，则
应做到信任人、理解人、同情人。
二、以人为基本，关心人的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
就是人们的利益所在。 利益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马克思说过：
“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和他们的利益有关”。
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是无法回避利益的，因为市场经济已
把人们的利益动机和欲望充分激发出来了。 不讲利，不参与
市场的交换与竞争是无法生存的。如果思想政治工作仍延续
过去
“
空对空”的模式，不仅难以奏效，还会使人反感。 为此，
一是要讲清利益关系，进行利益引导。 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
的内容和最大量的工作就是帮助工作对象分析并理清各种
利益关系，确立正确的利益观，克服各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从
而作出符合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行为选择，用通俗的话
说就是要讲清大道理和小道理之间的关系。二是要与解决群
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与其说人
们是从理论上、书本上认识世界，不如说人们更多地从现实
的利益关系中去认识世界。 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理论联系
实际，把
“
说”与
“
做”统一起来，理论上的描述与实际生活不
能反差太大。
三、以人为资本，开发人的价值和能力，激发人的创造性
人类的劳动经过了以物（自然）为对象、以社会为对象和
以人为对象三个阶段。 归根到底，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本和资
源。 要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就要开发人的价值、能力和个性。
价值是劳动的结晶，人的价值靠创造性劳动来实现。 只
有把个人的发展同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利益、个人的幸福同
人民的幸福、自我实际同社会贡献自觉统一起来，才能最大
限度地实际和提升自我价值。 思想政治工作要讲清这个道
理，使人们明白这一点，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实现
人的价值的客观条件是社会、 企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因
而思想政治工作要帮助人们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
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宽松环境，提供有利于人们培养积极
向上的精神状态的社会条件和氛围。 当前，面对知识经济的
挑战，有生命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限制人的思想和行动，
而是注重开发人的智力、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思想
政治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个人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进
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

在中长跑运动实践中发现， 有多种影
响中长跑运动员水平的因素是不易确定
的，尤其在对中长跑运动员的选拔评价中，
往往遇到的是不易量化或不能完全量化的
指标，如动作技术水平的高低、战术意识的
强弱、 心理素质的好坏和智力水平的高低
等,这些指标仅通过下级指标中的部分可量
化指标是不能够准确反映的， 而且不能量
化的那部分指标往往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这就给准确客观地选拔优秀中长跑运动
员带来了困难。
中长跑运动员的选材问题国内外学者
做了不少的研究，他们都有独到之处，并分
别从选材阶段及适宜年龄、 选材内容和方
法、选材评定的标准等方面做了论述。 中长
跑运动员的选材， 必须依据中长跑运动的
特点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和科学选材。 现从
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耐力素质、心理素质、
技术水平这几个方面详尽描述。
一、身体形态
通过对许多优秀中长跑运动员的成长
过程及资料观察表明：优秀中长跑运动员的
身高与体重比值偏小。 一般中跑运动员男身
高 1.75 一 1.82m，女 1.65 一 1.70m；长跑运动
员男身高 1.68 一 l.72m，女 1.60 一 1.65m。 中
跑运动员的身高略高于长跑运动员，体重两
者相似， 男子基本上在 55 一 65kg， 女子在
52 一 60kg。 我们从儿童、 少年中选拔运动
员，一般是：身体比较修长，匀称，肩宽胸厚，
骨盆较窄，膝关节和躁关节围度较小，足弓
弯曲度较大，小腿比大腿略长，肌肉纤维细
长，而且线条清晰并富有弹性。
二、生理机能
中长跑运动员需要较好耐力素质的基
本因素就是心肺功能。 儿重、少年心肺功能
的好环，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将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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