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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海帆
4月12日，蜂舞人间“即刻见

证蜂初乳王浆的神奇”活动顺利
展开。活动所招募的第一批糖尿病
友齐聚“蜂舞人间体验中心”对蜂
初乳王浆的降血糖功效进行了现
场见证。

此次参加活动的病友，患病史
在 2-10 年不等。活动中，病友们
积极交流了自己以往的治疗方法。
临近午餐时间，蜂舞人间创始人刘
家银亲自为到场的 4 名病友进行了
血糖检测，4 位病友的餐前血糖指
数均高于正常值范围。随后，4 名
病友一起食用蜂舞人间生产的蜂初
乳王浆后共进午餐，并在餐后两小
时进行了第二次血糖检测。见证结
果显示，4 名病友中，有 2 名餐后
血糖没有出现明显升高，控制在正

常范围内；1 名有明显升高，但据
该病友表示，该测试数字虽高却低
于平时自己在家中的检测值；另一
名则与平日无差别。

对于现场测试的结果，刘家银
较为满意：“两位病友效果不显著，
也受许多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曾经
的治疗方法可能影响蜂初乳王浆的
效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体质不
同影响了见效的快慢。但不管你选
用什么方法对抗糖尿病，都不可能
立竿见影，还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
的调理过程。总的说来，这次见证
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

活动结束后，此次参与见证的
4 名病友纷纷表示，对蜂初乳王浆
的治疗功效有相当大的信心，并在
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免费领取了一个月
的蜂初乳王浆回家进行持续调理。

糖尿病友现场见证
“蜂初乳王浆的神奇”

4 位病友及家属正交流治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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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上午，专注于个性化

教育13 年的学大教育在长沙召开
了以“智能教育大爆炸”为主题的
新产品上线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学
大个性化智能辅导系统—“e 学大”，
并宣布开启个性化智能辅导时代，
给互联网时代的中小学生带来学习
大变革，这昭示着学大教育开始正
式布局互联网，同时也意味着第一
阵营的 K12 教育机构已全部发力
在线教育，K12 教育行业将进入一
个新时代。

据了解，此次学大教育发布
的“e 学大”是一套基于云计算技
术的个性化智能辅导系统，它利用
ASPG 个性化学习及辅导体系和大
数据追踪技术，可以精准分析学生
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全程
透明介入式管理，让学生、家长体
会独特的个性化教育，它给教学过

程带来了三大变革——更加个性、
更加效率和更加开放，解决了以往
传统教育面临的对教师依赖性强、
学习内容不够精准以及教学过程对
于家长来说过于封闭等问题。

在本次发布会上，学大还宣
布了最新的个性化智能辅导模式。
通过“e 学大”，学大教育将开创
线上线下整合互补的全新 O2O 教
学，打造个性化智能辅导体系。此
种智能辅导体系将利用智能的在
线平台，运用 PAD 终端教学设备，
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个性
化辅导，将给学生、家长和老师都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体验。通过这
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形式可以解
决 K12 阶段的中小学生缺少监管，
难以自主学习，学习空间、时间受
限的问题，使个性化教育得以智能
化实现，是学大对个性化教育的
一次重大升级。

个性化教育智能升级，
学大教育发布“e 学大”

“智能教育大爆炸”新产品上线发布会现场。

文 / 张玉胜
千米跑步原本是对大学生

体质测评的考试科目，无意间
却成了高校学子的“品德”考题。
公然发帖“雇人代跑”，甚至由
此衍生出“代跑”生意，在凸
显大学体质测试形同虚设的同
时，也让大学生的“诚信”品
德受到拷问。不过，透过“雇
人代跑”的考试舞弊现象，人
们或许是时候对大学生的体质
状况和高校的体育教育给予更
多的关注与思考了。

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
方针，体质测试也是高校教育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千米跑步作

为大学生体质测评的参照载体，
体育测试弄虚作假，同样应该归
属到不能容忍的“舞弊”行为之列。
此外，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或取
消考试成绩，当属高校处罚有据
的分内职责。

对于体育考试的“舞弊”行
为，人们似乎并无对待文化科目
考试舞弊般的零容忍态度，反而
生出许多异样的忧虑与不安。纵
观大学生“雇人代跑”的背后，我
们看到的是当代大学生体力不支
的羸弱，安于享乐的懒惰。一是
不敢跑。健康的身体素质来自坚
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从小学到中
学再到大学的长期锻炼缺失，让

孩子们的体能一直处于“亚健康”
状态。长跑测试后学生呕吐不止，
或者瘫坐很久缓不过劲儿的现象
屡见不鲜。

二是不愿跑。求学读书原本
就是多居室内的“寒窗苦”，加之
现代科技给孩子们带来的“荧屏”
之乐，使得“宅”在屋里成为许多
高校学子的生活常态。上课之余，
不少学生喜欢赖在床上睡觉，或
者打游戏、看韩剧。平时生活的
懒散和缺乏锻炼，让他们养成了
养尊处优的惰性劣习。鉴于体测
不及格可能会影响到评优、评奖
甚至毕业，“雇人代跑”就成为顺
理成章的“最佳”选择。

“雇人代跑”不能止于诚信拷问
凤眼时评 >>

长跑测试催生高校“代跑”业务
眼下正是很多高校进行学生

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苦
的当属 800 米和 1000 米跑，对
于一些跑步“困难户”来说，找人

“代跑”成了顺利过关的捷径。
很多学生对此早已见怪不

怪，在不少高校的贴吧里，寻求
“代跑”的大学生毫不隐讳地公
布自己参加长跑测试的日期、对

“代跑者”有怎样的成绩要求以
及可以支付的报酬金额，并留
下手机号和 QQ 号等联系方式。
也有提供“代跑”服务的学生打
出招揽客户的广告。原本旨在督
促大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提高
身体素质的长跑测试，在部分
学生眼里，竟成了赤裸裸的金
钱交易。

“花上 50 元或 100 元，就
能找到一个‘代跑’。”浙江某高
校大二学生小秦告诉记者，“寻
找‘代跑’并不困难，大多数情
况下，在网上发帖后两天内就能
搞定。”

小秦称自己也对每学期的

跑步测试心惊胆战，但因为还
能坚持下来，就没打过找“代跑”
的主意。但她身边，确实有找过

“代跑”的同学，“大学里的‘代跑’
现象，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代跑’被查出来的几率
不大。”小秦表示，“我们每次
长跑测试都是好几个班的学生
一起跑，至少也有 100人，体
育老师只是按照学生的名单点
名，但根本就认不全所有的学
生，因此，冒名顶替者基本上
查不出来。就算有被查出来的，
也只是进行重考，并没有其他
处罚措施。”

“我们也知道，长跑测试是
为了督促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但大多数学生害
怕长跑也是事实。”小秦希望学
校能了解学生的难处，“每次长
跑测试结束后，田径场边上到处
是学生的呕吐物，有的学生瘫坐
在地上半个小时都缓不过劲儿
来。还有的学生，身体素质确实
很差，无论怎样锻炼都很难在

长跑测试中及格，而体测不及格
的话，又会影响评优、评奖甚至
是毕业。这些学生似乎除了找人

‘代跑’企图蒙混过关之外，也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小秦还透露，自己在大一
时曾有同学因看不惯“代跑”现
象，向学校写过检举信，但被
检举的同学仅仅是在第二年的
体测中被体育老师重点审查身
份而已，“从学校处理的态度看，
对‘代跑’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好像查得并不严，这更
助长了‘代跑’的风气”。

由于真正能跑的同学并不
多，有些提供“代跑”服务的学
生也面临着很大的身体伤害风
险。在山东一所高校的贴吧里，
记者看到一个男生招揽“代跑”
客户的广告，“每天可参加 3 次
1000 米测试，保证成绩在 3 分
半以内。”很多学生在他的帖子
后调侃：“长跑测试让‘代跑’事
业兴旺发达。”

( 据《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 >>

大学生体能测试合格率不到 70%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
报道，2011 年清华大学公布自
主招生体质测试结果，超六成
不及格，男生不及格率高于女
生。体测结果显示，报名参加
清华自主招生的 1200 名考生
中，超过一半的人进行了体质
测试。体测包括身高、体重、
肺活量、握力、台阶运动试验
和立定跳远六项。体测结果没

有一人优秀，仅三成多及格，
而且男生不及格率比女生高。

清华体育部副主任刘敬民
告诉记者，自主招生中男女生
不及格率的比例和清华大一在
校生男女生不及格率比例相当。
宅男、胖墩是造成男生不及格
率高的原因。台阶测试主要测
试心血管系统功能，能反映出
学生有没有长期坚持体育锻炼，

这项不及格率最高。而大部分
考生在高三头半年就不上体育
课，更没有锻炼身体，所以心
肺功能不好。其中，男生的体
育运动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
极爱运动，要么极不爱运动。
不爱运动的在高三更是成了宅
男，且肥胖率高于女生，因此
不及格率也高于女生。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2
年在天津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运动会科学报告会上，沈
阳理工大学向大会提交的《辽
宁地区“90 后”学生群体体育
生活方式比较研究》一文指出，
经抽样调查发现，辽宁地区大
学生中，其中每天锻炼 30 ～

60 分钟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46.22%，而不少大学生已经养
成不重视体育锻炼的习惯。

记者从沈阳工业大学体能
测试中心拿到了一份该校近 10
年的大学生体能测试测评报告。
报告显示，近 10 年来，学生的
各项身体指标整体呈下降趋势。

该校体能测试中心的刘老师告
诉记者，3 年前国家重新制定了
新的大学生体能测试标准，各
项测评指标都有小幅上调，“标
准高了，可学生的体质却没提
高”，很多学生只能多次参加补
考才勉强合格。

清华自主招生考生体质测试超六成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