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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给孩子报体育班的
“坑”你中了吗
专家提醒：报体育班要认清楚孩子的体质，选择大牌子、老牌子的大场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昨日上午，当 42 岁的柳女
士在郑州某大型连锁健身机构
购买了 20 节课的儿童游泳班
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
容。
“想了好久，最终还是要给
孩子报一个运动班，要不这漫
长的暑假可咋办？何况我跟他
爸总觉得他长得有点慢，个子
跟同龄男孩比有点矮，我们商
量的结果就是报游泳班，既是
一项求生技能，又可以达到强
身健体的目的。”如今，和柳女
士持有相同想法的家长已不再
是少数。伴随着 70 末、80 后
甚至 85 后父母的崛起，他们在
物质生活较为优渥的同时对身
体健康、生活品质的追求大大
高于之前，于是，大批量的体育
类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
生。几乎在每一家学校、小区
附近，都会有大量的青少年运
动类培训机构。然而，乱花渐
欲迷人眼，你是否知道自己的
孩子适合哪项运动？你是否知
道自己选择的这家培训机构资
质水平到底如何？你把孩子交
到这些素昧平生的教练手里，
孩子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
健康？

症状：
盲目跟风，没有方向
“盲目跟风”，是郑州市篮
球协会秘书长李建胜对于当下
许多家长给孩子选择运动类培
训班的最大感受。
“体育运动必
须是集体化才能吸引孩子，这
是没错的，可是家长们不能盲
目扎堆，啥火就蜂拥而上，流行
游泳都去游泳，流行篮球都去
篮球，流行跆拳道都去跆拳道，
这是严重错误的。
”
李建胜说，由于自己的工
作关系，许多朋友、亲戚、老同
学都纷纷来找他给自己的孩子
推荐一名知名的篮球教练，可
以在课外的时候跟着学本事。
对他们这种要求，李建胜总是
告诉他们，先回家问问孩子，要

不要学篮球，再把孩子带过来
看看，适不适合打篮球。
“ 很多
家长在咨询我的时候，自己是
完全没方向的，就觉得我有个
熟人在这，孩子跟着他就肯定
没问题。”至于孩子是否喜欢，
是否合适，则一概不知。
不过，这种现象从另一个
方面解读倒也是好事。30 多
年来，中国的青少年体质状况
持续下滑，这一现象已经引起
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而且伴随
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际国内文
化理念的交融，越来越多的父
母接受和意识到孩子的体质体
能发展决定了一生的发展基
础，从而更加重视孩子的运动
素质培养。何况，每一个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伴随着生

病、体质差、个子矮、易感冒等
各种和身体素质息息相关的问
题。每逢这个时刻，家长们就
后悔为什么没有给孩子培养一
项运动爱好呢？如果热爱运
动，身体就不会这么差了！于
是，琳琅满目的运动培训班广
告 跳 入 了 家 长 的 眼 帘 —— 篮
球、足球、游泳、跆拳道、空手
道、网球、乒乓球、攀岩、击剑、
马术、高尔夫……几乎成了一
个青少年奥运会的练习班。

第一步：认清楚自己孩子
的体质
正如李建胜所说，面对五
花八门的青少年培训机构，没
有经验的家长第一反应多半是

蒙的。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多年
而是掺杂了“无证人员”，或者
从事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郑州市
是游泳馆自己颁发的“持证人
乒乓球协会秘书长吕琦的认
员”。对此，杨青山也很无奈，
同，
“有的家长完全是按照自己 “我们毕竟不是执法部门，我们
的兴趣爱好在给孩子报班”。
只能通过媒体呼吁，请家长一
6 岁的阳阳是一位有些羞
定要睁大双眼，选择那些老牌
赧的小男孩，他每周都要被妈
子、大品牌的游泳培训机构，认
妈严女士带去郑州市中心的一
清楚这些机构是否具备经营高
家少儿足球俱乐部上课。关于
危体育项目的资质，是否有足
这个选择，从海外留洋回来现
够多的持证上岗的教员和救生
在已经是全职妈妈的严女士告
员”
。
诉大河报记者，从 1998 年法国
此外，吕琦还提出了一条
世界杯开始，自己就一发不可
建议，
“ 家长如果有心，可以看
收拾地爱上了足球，儿子出生
一看培训机构的营业执照”。
之后，她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兴
一般情况下，民办非企业类的
趣班就是足球，
“我觉得这项运
体育俱乐部可以放心选择，因
动很有男子气概，将来孩子出
为既是在民政部门注册，同时
国后很容易就能找到有共同语
体育部门又是他们的业务主
言的好朋友”。对于严女士的
管，专业性、安全性就会强很
选 择 ，吕 琦 认 为 不 能 完 全 借
多。对此，有一位不愿透露姓
鉴。
“对于儿童尤其是幼童的体
名的体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告
育培训，一定要以基础类为主， 诉大河报记者，
“有很多青少年
根据孩子的身体条件，安排一
体育培训机构貌似很花哨，其
些力所能及的运动，太小的孩
实他们的经营范畴都没有体育
子，并不建议选择高强度的项
培训这一块，都是在举着组织
目，反倒是一些儿童体适能类
文化体育活动的幌子打擦边
的 基 础 类 运 动 班 ，很 适 合 他
球，并且体育部门还管不到他
们。
”
们”
。
对于青少年的体育培训，
私营的体育培训机构缺少
国外早些年就开始宣扬一点， 监管，于是，近些年，河南省体
10 岁以下小朋友不建议进行
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彭刚
技能类的培训，都是纯粹打基
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广着官方
础，由专职教练带着孩子们跑
的公益冬夏令营，
“咱们每年都
跑跳跳，训练身体的协调性、柔
会举办很多公益性的青少年冬
韧性等，并不去刻意训练某一
夏令营，项目也是多种多样，例
项运动。
“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
如足球、冰雪、篮球、排球、田
要打基础，可以多尝试各项运
径、游泳、体操、武术等项目，今
动，不要急于去提升专项技能， 年马上开始的登山主题夏令
基础打扎实了，未来学什么都
营，要在全省 6 个地市展开，其
快，学习能力都会比一般孩子
中两站还是免费参与。”即便如
强。等到孩子身心逐渐成熟， 此，面对着市场长期的庞大需
再逐渐加大专项的训练时间。” 求，官方组织的冬夏令营显然
郑州轻工业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不够，于是家长们还是要选择
石立江告诉大河报记者。
适合自己的培训机构。

第二步：看清楚培训机构
的资质

冠 军 妈 妈 孙 甜 甜 呼 吁, 千
万不要拔苗助长

培训机构的资质和水平到
底怎么样？这应该是所有家长
最大的痛点。近些年，有关青
少年培训机构出现问题的报道
频频见诸媒体，舞蹈班的孩子
因为一个动作导致高位截瘫，
游泳班的孩子因为教练疏忽大
意导致溺亡……无论是艺术类
的培训班，还是体育类的培训
班，每一次事件都让人心痛不
已。到底家长们该如何分辨琳
琅满目的体育培训机构呢？
对此，记者采访到了河南
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山。他毫不避讳地指出，在所
有青少年体育类培训班中，游
泳教练是最需严格把关审查的
从业人员。
“作为一项高危体育
项目，游泳教员的资质非常重
要。”他还拿出了中国游泳协
会、中国救生协会颁发的游泳
教员等级证和救生员注册证，
“按理说，所有的游泳教员都需
要持这些证上岗”。然而，在现
实中，许多游泳馆的教练配置
都不是清一色的“持证人员”，

雅典奥运会的网球冠军孙
甜甜，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大女儿在读小学，小女儿在
读幼儿园，对于如何给孩子选
择运动班，她有着非常深刻的
体会。
“ 一定要就近，这是第一
原则。其次要看孩子的兴趣，
不能强迫。”在孙甜甜眼中，无
论哪种运动，只要是大众化的
运动，孩子们都可以尝试，
“但
是千万不要拔苗助长，不要进
行系统化的训练，那样一定会
让他们过早地丧失兴趣，失去
了运动的意义。”对于社会上各
种培训班，孙甜甜和杨青山的
意见一致，
“要尽量选择大牌子
的、老牌子的大场馆”。不过，
如今的郑州市场上，几乎每一
个正规网球培训机构都配备有
足够多的持证教练，
“体育培训
是个新兴市场，前几年确实有
点乱，这几年也在慢慢正规，毕
竟家长们也都在慢慢摸索，不
会一直野蛮生长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