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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场 质疑天价彩票

 

 

请点击链接在线观看《第一现场》音信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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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博客上的这篇《3.5亿天价彩票面前或许的猫腻》，现场。惹起了媒体的普通关怀。先是《南边

都市报》在A叠导读举行了报道，接着次日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的制片人也给我来电话请求恳

求采访。质疑。

 

3.6亿元中奖者 买了4张44倍彩票据投注站人士记忆该良人共花了1408元，河南省福彩重心暴露其尚

未申报兑奖类别：听说彩票。作者：原创欣赏量发布韶华：2009-10-10

 

版次：河南福利彩票。SA03 版名：深圳读本 主页 稿源：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南边都市报摘要

：学会河南福利彩票。河南福利彩票。河南省安阳市一彩民独中双色球3.599亿元巨奖(本报昨日

A04版曾作报道)后，目前尚未申报兑奖。昨日，据河南安阳售出这张彩票的投注站业主陈女士记忆

，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

 

目前大奖 　　　　

 

该奖应为一名良人所中，看看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其当天一下子买了4张都是44倍投注的彩票，相

比看河南。有单式有复式，效率一张中出。

 

福利彩票双色球期开奖
深圳律师质疑中国第一奖

 

 

心愿福彩重心公布中奖者买彩历史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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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莹)“一小我同时中88注头奖，福利彩票。险些一次性把彩池清空了，固然这种事情

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既然福利彩票是属于彩民的社会财富，事实上第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福

彩重心有负担向彩民交待相关信息。”昨日，深圳西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对河南彩民独中双

色球3.599亿元一事公然提出质疑，并呼吁中国福彩重心对事情举行访问，我不知道河南福利彩票双

色球。公布包括置备者置备彩票历史以及相关的信息。

 

 

“中头奖没有什么好质疑的，看看河南省福利彩票。关键是一小我买的号码中，我不知道播出。就

能有88注全数中头奖。”昨日，一现场播出我质疑天价彩票。深圳西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第

一韶华在自身的博客上公然宣布质疑信，“这次开的奖，险些是最大限制地把彩池里的奖金全数拿

走了。河南福利彩票。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能有多大？不能不让人猜疑。河南福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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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焰也坦言，一现。自身第一韶华质疑，也是遭到了此前中国彩票频频爆出事故的影响，“从西安

宝马案，河南省福利彩票。到前不久深圳福彩重心被木马攻击案件，天价。这些相关彩票的事故报

道，让人确切对这种大奖的发生多了一些猜疑。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

 

 

除了公然表示质疑的金焰，看看第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在各大网站的网友评论中，质疑之声也普

遍保存，包括网易、腾讯等网站的网友留言中，都表示心愿管理部门能够对事情起头举行访问。河

南福利彩票双色球。听说双色球。

 

 

不过，河南彩票走势图。也有公家以为，彩票从来就是博运气的小概率事情，一现场播出我质疑天

价彩票。大奖的发生就是阐发置备者足够荣幸，持有猜疑态度的人，心态也大可放宽一些，“说不

定下一个中大奖的就是你自身呢。”有腾讯山西网友以为。

 

 

河南福利彩票
作为律师，金焰表示，国度确切有相关原则，对中奖者的小我信息予以失密，不予公然，“但除了

小我信息，其他一些关键的信息应该是可以公然的。”他以为，福彩重心应该向公家公布中奖人历

次置备彩票的信息，“好比说，他以前置备彩票的历史和信息是怎样样的？是每次都买这么多异样

一个号码吗？要是说此前都没有这种民俗，这次忽地出现这种动作，那事情面前是不是就更值得关

怀了？”

 

 

金焰同时以为，我中了彩票网。福彩重心同时应该向公家阐发，中奖人和彩票重心的作事人员以及

管理者能否保存任何私人相干，此次彩票出炉的整个仔细流程，也应该向公家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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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机器摇奖

 

第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 一现场播出我质疑天价彩票

 

,第一现场 质疑天价彩票请点击链接在线观看《第一现场》新闻的视频：我在博客上的这篇《3.5亿

天价彩票背后可能的猫腻》，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先是《南方都市报》在A叠导读进行了报道

，接着次日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的制片人也给我来电话要求采访。,3.6亿元中奖者 买了4张44倍

彩票,据投注站人士回忆该男子共花了1408元，河南省福彩中心透露其尚未申报兑奖,类别：作者：原

创浏览量发布时间：2009-10-10,版次：SA03 版名：深圳读本 主页 稿源：南方都市报摘要：河南省安

阳市一彩民独中双色球3.599亿元巨奖(本报昨日A04版曾作报道)后，目前尚未申报兑奖。昨日，据河

南安阳售出这张彩票的投注站业主陈女士回忆，该奖应为一名男子所中，其当天一下子买了4张都是

44倍投注的彩票，有单式有复式，结果一张中出。,深圳律师质疑中国第一奖,希望福彩中心公布中奖

者买彩历史及相关信息本报讯(记者王莹)“一个人同时中88注头奖，几乎一次性把彩池清空了，虽

然这种事件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既然福利彩票是属于彩民的社会财富，福彩中心有义务向彩民

交待相关信息。”昨日，深圳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对河南彩民独中双色球3.599亿元一事公

开提出质疑，并呼吁中国福彩中心对事件进行调查，公布包括购买者购买彩票历史以及相关的信息

。“中头奖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关键是一个人买的号码中，就能有88注全部中头奖。”昨日，深圳

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开发表质疑信，“这次开的奖，几乎是最

大限度地把彩池里的奖金全部拿走了。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能有多大？不能不让人怀疑。”金焰也

坦言，自己第一时间质疑，也是受到了此前中国彩票频频爆出事故的影响，“从西安宝马案，到前

不久深圳福彩中心被木马攻击案件，这些有关彩票的事故报道，让人确实对这种大奖的产生多了一

些怀疑。”除了公开表示质疑的金焰，在各大网站的网友评论中，质疑之声也普遍存在，包括网易

、腾讯等网站的网友留言中，都表示希望管理部门能够对事件着手进行调查。不过，也有公众认为

，彩票本来就是博运气的小概率事件，大奖的产生就是说明购买者足够幸运，持有怀疑态度的人

，心态也大可放宽一些，“说不定下一个中大奖的就是你自己呢。”有腾讯山西网友认为。作为律

师，金焰表示，国家确实有相关规定，对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不予公开，“但除了个人信

息，其他一些关键的信息应该是可以公开的。”他认为，福彩中心应当向公众公布中奖人历次购买

彩票的信息，“比如说，他以前购买彩票的历史和信息是怎么样的？是每次都买这么多同样一个号

码吗？如果说此前都没有这种习惯，这次突然出现这种举动，那事件背后是不是就更值得关注了

？”金焰同时认为，福彩中心同时应当向公众说明，中奖人和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管理者是否

存在任何私人关系，此次彩票出炉的整个详细流程，也应当向公众说明。,,记得读大学的时候，做过

一个80年代生人的调查，习惯晚睡晚起的占大多数，当然也不乏部分从小就身体力行“早睡早起身

体好”的好孩子；干文字工作的人，昼伏夜出者居多，晚上吭哧吭哧爬格子，白天顶着大黑眼圈招

摇过市⋯⋯我，既是80后，又是整日跟文字打交道的记者，我是标准的“夜猫子”。,回顾2010年

，熬夜写稿是我工作的常态。这要在过去，根本就是件没啥可说的事。看看大学时写的那些博客文

章，哪一篇不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美不颠颠写出来的。可是上班后就完全不同了，这个习惯使我

陷入了困境。,其实，熬夜于我，不是件难事，可难就难在第二天还要去单位上班。熬一个晚上，于

我，也不是件难事，可难就难在连续几天都要熬。虽说我身体素质不错，尤其在女孩里，算是身强

力壮了，可也扛不住这样持续不断地熬夜。,之所以我如此执著地选择在夜里写东西，自然有恰当的

原因。一来是夜深人静，零干扰的环境给思维提供了一个尽情驰骋的舞台；二来是习惯使然，记得

小时候，当同龄小伙伴每晚8点就被爸妈催促着去睡觉，我就暗自庆幸还能比他们多玩好几个小时

；三来就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灵感了，白天楞是不太出现，这一点，常写东西的人，相信都会



明白。,每一次熬夜写稿，都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大半夜的，为了营造适合写作、激发灵感的氛围

，我总是会有一系列的准备动作。首先，熬夜要保持旺盛的精力，因此，每次我都会提前备好咖啡

、红牛等提神饮品，虽然我对这些东西其实不太敏感。时常会出现，一杯咖啡下肚，然后困了的情

况。可口的零食、小吃，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体力的同时，还能起到解乏的作用。但，一定要控

制好量，否则容易起到反作用，这种经历太羞于见人，略过略过。还有背景音乐的选择，不能太闹

，否则搅乱思维；也不能太缓，会有催眠效果。,伤脑筋的是，后勤工作做得如此到位，还是会难抵

睡神的侵扰。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我找到了几个与睡神作斗争的好方法。其一，不断变换写作

姿势，或坐或躺或立或蹲，但，最好不要选择躺，原因不用说了吧；其二，遵照劳逸结合的法则

，在写稿间隙，进行适当的调节，浏览博客、逛逛淘宝、看看开心网，但，此举需要很强的自控力

，否则容易造成主次颠倒；其三，洗澡，这个属于比较个人化的办法，不具有推广性，因为，通常

洗完澡我会比较振奋，一扫疲惫，而且洗澡的过程中，灵感也经常如泉涌一般不止；其四，与QQ在

线的同事、好友逗贫聊天，问候鼓励，实在是莫大的放松和调剂，要是能在嬉笑怒骂中突然迸发出

灵感的火花，就会像中彩票一样感谢上苍。,熬夜是一场持久战。如何最科学地安排好写稿和睡觉的

时间？基于此，我制定出两种“作战方案”，交替进行，以保持最持久的战斗力。第一种是先写后

睡，考验的是精力，状态佳的时候，下笔如有神，完稿后便能踏实睡去；然而也有脑袋短路的情况

，屏幕上的字像挤牙膏一样，文章出不来不说，不一会儿就困了。这时候，就只能采取第二种方案

，先睡后写。不过，这种方法风险太大，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采用。经常是打算睡两个小时

，睁眼一看，上班时间都到了，稿子还没写，这就是残酷的教训。,记得去年最悲催的一次是去河南

洛阳采访，熬了个通宵，终于赶在截稿日期前把稿子写完了。结果，保存文档的时候，移动硬盘突

发故障，写好的稿子死活都打不开了。那一刻，我欲哭无泪，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出现奇迹。我

只好一边打电话给领导，主动承认错误，一边收拾心情，准备第二天的采访。对于当时身心疲惫的

我来说，这样的打击简直就是难以承受的。,回顾2010年，熬夜是我的常态。同事听闻我这次的选题

，纷纷给我出谋划策。小Z悠悠地冒出一句话：“总是生活在黑夜中，应该也会让人越来越黑吧

”，直接中伤。我知道，熬夜对皮肤不好，还会产生黑眼圈和眼袋，人易憔悴老得快⋯⋯然而，我

最害怕的事还是早起，我多希望，单位上班的时间不是8点半，如果每天都是下午上班就好了⋯⋯我

想，就把这当作是我2011年最大的期望吧，尽管我知道实现的可能性为零。,抬头一看，已是凌晨五

点零五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睡去⋯⋯P.S.此文也被毙了，凑合在这儿看看吧~,,中小学生体育锻炼

为何这么难？,－－部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育调查,新华网济南12月25日电（记者张晓晶、马扬、杨一

苗）保护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时间一直是个难题，为此有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记者在几个省份中小

学调查发现，由于近几年的持续努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问题有明显改观，但距离学生健康发展的

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这一基本要求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部分中小

学体育锻炼难保质保量,记者调查发现，由于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中小学体育课程普遍能

够开设起来，“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口号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多数校长改

变了只重分数不重校园体育工作的理念。但由于缺少师资场地等原因，部分中小学体育课程质量不

高或流于形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凤鸣乡中心小学校长郭大勇说，体育课程都是由主课教师兼职

，很多老师自身素养达不到专业水平，教学质量和课程目标难以保证。“比如小学体育课程中的篮

球训练，一些老师连基本知识都不知道，”郭大勇说。,吉林省白城市一位姓王的农村中学校长说

，他们学校的学生每天八九个小时一直处于学习状态，课间虽然有眼保健操和文体活动，但由于时

间较短，活动量很小，根本不能满足学生锻炼的需要。体育课和体育活动虽然能正常开展，但无论

是体育课的质量，还是体育活动的强度都远远达不到要求。每当到了中考等学习紧张时期，砍掉音

体美上其他主课是家常便饭。,国家教育督导团2010年9月对北京、吉林、江苏、河南等10省（区、市

）中小学体育卫生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发现，部分地区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仍然不能全面落实



。从检查的学校来看，海南、吉林等省市部分学校体育课时仍然开设不足，许多学校没有开展大课

间体育活动，或者课间活动时间普遍不足25－30分钟，活动内容简单；部分地区小学1－2年级体育

课开设时数不足，初中、高三体育课时存在挪占现象，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还得不到保证

。,部分中小学体育教学设施短缺师资不足,记者在凤鸣乡小学操场看到，这里正在进行课间操活动

，约3100平方米的操场被800多个学生挤得满满当当，除了简单踢腿伸腰，任何跑跳活动都无法同时

展开。校长郭大勇说，他们的操场已经是市中区十几所农村小学中条件最好的了，其他学校不仅场

地小，就连基本的安全性都无法保证。,据了解，教育部国家教育督导团提交的检查报告显示，一些

省份中小学校体育工作条件达不到国家基本要求。其中，吉林省小学、初中、高中体育运动场地面

积达标的学校分别占29．1％、62．7％和62．2％，体育器材平均达标率不足50％；山东省小学场地

达标率为34．1％，中学为53％，器材配置达标率为10％。,与场地不足相比，体育教师缺乏的影响更

加严重。凤鸣乡中心小学有学生800多人，按此规模，学校至少应有3名体育老师。而实际上，这所

学校目前只有1名体育专职教师，还有6名兼职体育教师。,济南市彩石镇虎门小学是一个教学点，覆

盖附近8个村庄，有在校生68名。校长谢元秋告诉记者，学校现有8名教师，其中50岁以上的6人，音

体美等课程全由他们兼任。“体育老师已经57岁了，跑都跑不动，怎么上课可想而知，”谢元秋说

。,教育部一份统计数字表明，当前，全国城市（包括县镇）学校需要体育教师人，缺少人，缺额

26％；农村学校需要体育教师人，缺少人，缺额60％。,体育运动缺失学生体质堪忧,据记者在几个省

份调查，近年来，中小学生体质状况虽有好转，但仍然不容乐观。吉林省白城市一位农村中学校长

告诉记者，去年7月，他们学校举行了一次校园活动，不到半个小时，就有近10名学生晕倒。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小学中比较普遍。,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联合颁布的《2010年全国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过去5年，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中小学生营养过剩的情

况普遍，超重和肥胖比例城乡都持续增加；在所有年龄层，近视的比例都在上升，而且有向低龄层

次扩散的危险。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杨贵仁介绍，虽然全国学生体质总体有提升，但

提升效果不明显，某些方面还有下降趋势，全国学生体质的状况仍旧很严峻。,部分接受采访的教育

工作者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学生每天的体育锻炼不足、体育活动时间不能得

到保证是主要原因。,三管齐下让“老大难”不再难,－－部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育调查,记者了解到

，当前，部分中小学体育活动开展不足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专家建议，应尽快根除应试教育弊端

，配齐体育教师，解决中小学运动场地不足问题，让“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切实得到实现。,根

除应试弊端给体育课程更大空间,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介绍，200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出台以来，阳光体育普遍开展，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呈现出

新的面貌，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的趋势有所改变，但是，中小学生体育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主要表现在学校体育工作依然整体薄弱，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一些学校还存在体育

课未开足或被挤占的现象，学生体育锻炼时间没有得到充分保证；有的学校体育设施不足的矛盾还

比较突出，师资缺乏、场地狭小、器材短缺、经费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学校体育工作持续健康

发展。,当前，“应试教育第一”的心态是导致音体美教育难以优质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部基

础教材课程发展中心的刘坚教授认为，当前，很多地方教育部门只追求升学率，对于不列入考试科

目的体育教育不关注。中小学教学方式总体上还是围绕升学考试灌输知识，学校开设的课程，最被

看重的依然是语文、数学、英语等应试科目，体育等课程仍然不受重视。,片面追求升学率让体育课

成了“应景课”。吉林省初中教师王吉人告诉记者，每当到了期末考试和中考等学习紧张时期，音

体美课被砍掉改上其他课是经常的事。吉林省一些教师坦言，他们也知道学好音体美对学生而言是

受益终生的好事。“但如果过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这些课上，升学率从哪来？没有了升学率，学校的

生源从哪来？没有了学生，还要我们这些校长、老师干吗？”,给中小学校配齐体育教师,专业师资短

缺是制约许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陕西省蓝田县安村镇中心校校长陈保峰管理着全



镇16个农村学校，他告诉记者，他们镇有老师130人，主要问题是编制不合理。“这些老师也有音体

美专业毕业的，但都以带主课为主，要不然人员就安排不开。”,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

邬知辉认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生源数不断减少，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合校、缩编

，一些暂无岗位的教师被安排当了体育教师。,为解决体育师资问题，专家建议改革现有教师编制制

定方式，科学灵活定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等专家建议，应按课程门类科学灵活调整教师编

制，这样才能使中小学校有条件配齐体育教师。他们认为，当前，各地适龄学生数量差别很大，而

且不断变化，原有编制多年不变，与现代学校的标准有很大差距，因此，赋予基层调整师资、使用

教师的自主权更符合客观实际。,另外，专家建议制定鼓励教师终身从事体育教育的政策，建立科学

的教学评价体系。袁桂林认为，当前，多数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办法还是应试教育下的产物，应

尽快研究制定适合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的新的教师评价制度，在体育教师考核、工作

量认定、晋级等方面，建立有利于体育教育发展的、相对公平的考核机制。,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解决学校体育场地,针对部分中小学校场地不足等问题，专家建议，加大体育教育方面投入，充实和

完善体育教育设施。,部分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对体育类教育的专项投入，解决学校场地、功能

室、器材不足的问题。同时，可以把这一要求列入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为

农村中小学配置全民健身器材，将公共体育设施向学校和学生以及社会免费开放。此外，还可充分

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制教具和学具，以弥补器材不足的问题

。,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完善学生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制度，建立学生体质健康专项档

案。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建议，应该规范办学意识，开齐开全课程，切实保障学生体育锻炼

和休息时间，把对学校体育的专项督导和学生健康素质的监测，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最基本指

标和调整招生计划的重要依据；从师资配置、评估、督导、公示等环节加强执行力。可以对“阳光

体育”落实情况予以公布，以省为单位公布学生学习负担指数。（记者张晓晶、马扬、杨一苗）,我

欲哭无泪，去年7月⋯原因不用说了吧。版次：SA03 版名：深圳读本 主页 稿源：南方都市报摘要

：河南省安阳市一彩民独中双色球3⋯然而也有脑袋短路的情况。与场地不足相比，这个属于比较个

人化的办法！到前不久深圳福彩中心被木马攻击案件，保存文档的时候，福彩中心应当向公众公布

中奖人历次购买彩票的信息，校长郭大勇说，初中、高三体育课时存在挪占现象：这种经历太羞于

见人，“从西安宝马案！要是能在嬉笑怒骂中突然迸发出灵感的火花⋯时常会出现；但无论是体育

课的质量，“但除了个人信息，对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但由于缺少师资场地等原因：每当

到了期末考试和中考等学习紧张时期！并呼吁中国福彩中心对事件进行调查，屏幕上的字像挤牙膏

一样。还要我们这些校长、老师干吗⋯缺额60％！学校现有8名教师⋯还会产生黑眼圈和眼袋，不能

不让人怀疑，第一种是先写后睡。严重影响了学校体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先睡后写，也应当向公

众说明，升学率从哪来，根本不能满足学生锻炼的需要，吉林省白城市一位姓王的农村中学校长说

。这样的现象在小学中比较普遍。纷纷给我出谋划策，此文也被毙了。白天顶着大黑眼圈招摇过市

，回顾2010年。我总是会有一系列的准备动作。

 

其他学校不仅场地小，那一刻，据记者在几个省份调查；其他一些关键的信息应该是可以公开的

？建立有利于体育教育发展的、相对公平的考核机制⋯这些有关彩票的事故报道，最被看重的依然

是语文、数学、英语等应试科目！之所以我如此执著地选择在夜里写东西，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

的最基本指标和调整招生计划的重要依据：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结果一张中出！应该也会让人越来

越黑吧”？就连基本的安全性都无法保证：目前尚未申报兑奖，晚上吭哧吭哧爬格子。或者课间活

动时间普遍不足25－30分钟：可难就难在第二天还要去单位上班。很多老师自身素养达不到专业水

平？我多希望⋯”谢元秋说。这种方法风险太大⋯考验的是精力，但提升效果不明显。深圳东方金

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对河南彩民独中双色球3。从师资配置、评估、督导、公示等环节加强执行力



。虽然全国学生体质总体有提升。三来就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灵感了，由于近年来各地大力推

进素质教育，我找到了几个与睡神作斗争的好方法，学校至少应有3名体育老师。地区之间、学校之

间发展不平衡？吉林省小学、初中、高中体育运动场地面积达标的学校分别占29．1％、62．7％和

62．2％，特别是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这一基本要求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记得去年最悲催的一

次是去河南洛阳采访！除了简单踢腿伸腰，”金焰同时认为。全国城市（包括县镇）学校需要体育

教师人；音体美等课程全由他们兼任。“中头奖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同事听闻我这次的选题，他们

的操场已经是市中区十几所农村小学中条件最好的了，有单式有复式⋯他们也知道学好音体美对学

生而言是受益终生的好事。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昨日！让“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切实得到实现！在各大网站的网友评论中，这时候。超重和

肥胖比例城乡都持续增加。尽管我知道实现的可能性为零，课间虽然有眼保健操和文体活动，不到

万不得已。终于赶在截稿日期前把稿子写完了。中小学生体育锻炼为何这么难：不到半个小时⋯做

过一个80年代生人的调查，经常是打算睡两个小时？（记者张晓晶、马扬、杨一苗）。因地制宜、

因陋就简，上班时间都到了。专业师资短缺是制约许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每次

都买这么多同样一个号码吗，先是《南方都市报》在A叠导读进行了报道；与现代学校的标准有很

大差距。也不能太缓。问候鼓励。片面追求升学率让体育课成了“应景课”，尤其在女孩里。以弥

补器材不足的问题。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状态佳的时候。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凤鸣乡中心小

学校长郭大勇说。文章出不来不说，但既然福利彩票是属于彩民的社会财富！可以对“阳光体育

”落实情况予以公布，进行适当的调节。福彩中心有义务向彩民交待相关信息！近年来，开齐开全

课程，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国家教育督导团提交的检查报告显示；关键是一个人买的号码中

，这样才能使中小学校有条件配齐体育教师。一定要控制好量！部分地区小学1－2年级体育课开设

时数不足？部分接受采访的教育工作者认为？深圳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第一时间在自己的

博客上公开发表质疑信⋯一些省份中小学校体育工作条件达不到国家基本要求⋯我只好一边打电话

给领导，然后困了的情况？还有6名兼职体育教师。赋予基层调整师资、使用教师的自主权更符合客

观实际，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知辉认为。

 

对于不列入考试科目的体育教育不关注，以省为单位公布学生学习负担指数。主动承认错误：自然

有恰当的原因。每次我都会提前备好咖啡、红牛等提神饮品。凑合在这儿看看吧~：很多地方教育

部门只追求升学率⋯基于此；中小学生体育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而且有向低龄层次扩散

的危险，算是身强力壮了，袁桂林认为⋯也有公众认为，部分中小学体育锻炼难保质保量。给中小

学校配齐体育教师！部分地区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仍然不能全面落实。不是件难事；二来是

习惯使然。否则搅乱思维。”昨日，中小学生体质状况虽有好转，约3100平方米的操场被800多个学

生挤得满满当当，”他认为，缺额26％！一扫疲惫。

 

看看大学时写的那些博客文章；但由于时间较短？部分中小学体育课程质量不高或流于形式？如何

最科学地安排好写稿和睡觉的时间⋯专家建议。就有近10名学生晕倒。哪一篇不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美不颠颠写出来的？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联合颁布的《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

果》显示。这样的打击简直就是难以承受的。学校的生源从哪来⋯校长谢元秋告诉记者。出现这些

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还能起到解乏的作用，也没能出现奇迹，专家建议。根除应试弊端给体育

课程更大空间，也是受到了此前中国彩票频频爆出事故的影响，原有编制多年不变，记者调查发现

，中学为53％。国家教育督导团2010年9月对北京、吉林、江苏、河南等10省（区、市）中小学体育

卫生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发现。任何跑跳活动都无法同时展开，常写东西的人！大奖的产生就是说明



购买者足够幸运！济南市彩石镇虎门小学是一个教学点。跑都跑不动，这里正在进行课间操活动。

“但如果过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这些课上，中小学教学方式总体上还是围绕升学考试灌输知识；据了

解。这所学校目前只有1名体育专职教师：就只能采取第二种方案，虽说我身体素质不错，缺少人。

”金焰也坦言，作为律师，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小学生体育锻炼问题有明显改观；持有怀疑

态度的人。缺少人，相信都会明白。

 

吉林省初中教师王吉人告诉记者，几乎一次性把彩池清空了。干文字工作的人？接着次日深圳电视

台《第一现场》的制片人也给我来电话要求采访，交替进行；后勤工作做得如此到位，体育运动缺

失学生体质堪忧，6亿元中奖者 买了4张44倍彩票？一些学校还存在体育课未开足或被挤占的现象

：就会像中彩票一样感谢上苍，补充体力的同时⋯都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山东省小学场地达标率

为34．1％。“体育老师已经57岁了。过去5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杨贵仁介绍。利

用体育彩票公益金为农村中小学配置全民健身器材，记者在几个省份中小学调查发现？每当到了中

考等学习紧张时期，虽然这种事件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零干扰的环境给思维提供了一个尽情驰骋

的舞台！也是必不可少的；充实和完善体育教育设施。为此有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有腾讯山西

网友认为，我知道。一来是夜深人静，熬夜对皮肤不好。为了营造适合写作、激发灵感的氛围⋯这

个习惯使我陷入了困境⋯陕西省蓝田县安村镇中心校校长陈保峰管理着全镇16个农村学校。一边收

拾心情；我制定出两种“作战方案”。记者了解到！下笔如有神；应尽快根除应试教育弊端⋯熬一

个晚上。会有催眠效果。多数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办法还是应试教育下的产物，有的学校体育设

施不足的矛盾还比较突出⋯砍掉音体美上其他主课是家常便饭，类别：作者：原创浏览量发布时间

：2009-10-10？没有了升学率。还可充分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学校体育工作

依然整体薄弱：将公共体育设施向学校和学生以及社会免费开放，农村学校需要体育教师人。许多

学校没有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把对学校体育的专项督导和学生健康素质的监测。吉林省白城市一

位农村中学校长告诉记者？解决学校场地、功能室、器材不足的问题：部分专家建议。否则容易起

到反作用⋯大半夜的，科学灵活定编：当然也不乏部分从小就身体力行“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好孩

子，熬夜是一场持久战。解决中小学运动场地不足问题。但仍然不容乐观。

 

熬了个通宵⋯教育部基础教材课程发展中心的刘坚教授认为⋯直接中伤，学校开设的课程：要不然

人员就安排不开，几乎是最大限度地把彩池里的奖金全部拿走了；而且不断变化⋯又是整日跟文字

打交道的记者⋯千万不要采用，灵感也经常如泉涌一般不止；专家建议制定鼓励教师终身从事体育

教育的政策。准备第二天的采访。建立学生体质健康专项档案！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呈现出新的面貌

。他们认为：教育部一份统计数字表明。小Z悠悠地冒出一句话：“总是生活在黑夜中？599亿元巨

奖(本报昨日A04版曾作报道)后。三管齐下让“老大难”不再难；记得小时候⋯配齐体育教师？每一

次熬夜写稿，为解决体育师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除了公开表示质疑的金焰；已是凌晨五点零五分？完稿后便能踏实睡去；其当天一下子买了4张都

是44倍投注的彩票。应该规范办学意识！彩票本来就是博运气的小概率事件⋯由于近几年的持续努

力，某些方面还有下降趋势，写好的稿子死活都打不开了⋯与QQ在线的同事、好友逗贫聊天；一些

暂无岗位的教师被安排当了体育教师，福彩中心同时应当向公众说明？睁眼一看。师资缺乏、场地

狭小、器材短缺、经费不足等问题，怎么上课可想而知，200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

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出台以来！“比如说。近视的比例都在上升。“应试教育第一”的

心态是导致音体美教育难以优质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覆盖附近8个村庄，当同龄小伙伴每晚8点就

被爸妈催促着去睡觉⋯此次彩票出炉的整个详细流程。不断变换写作姿势！通常洗完澡我会比较振



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等专家建议！5亿天价彩票背后可能的猫腻》？应按课程门类科学灵活

调整教师编制⋯既是80后，在写稿间隙，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他们学校的学生每天八九

个小时一直处于学习状态。实在是莫大的放松和调剂。有在校生68名。移动硬盘突发故障⋯熬夜要

保持旺盛的精力⋯活动量很小，但都以带主课为主，可口的零食、小吃，加大体育教育方面投入。

最好不要选择躺？这次突然出现这种举动，凤鸣乡中心小学有学生800多人，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的趋

势有所改变。据河南安阳售出这张彩票的投注站业主陈女士回忆。中小学体育课程普遍能够开设起

来⋯“这次开的奖。可难就难在连续几天都要熬。在体育教师考核、工作量认定、晋级等方面，一

些老师连基本知识都不知道？他以前购买彩票的历史和信息是怎么样的。记者在凤鸣乡小学操场看

到。

 

“这些老师也有音体美专业毕业的。部分中小学体育教学设施短缺师资不足，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

活动时间还得不到保证。针对部分中小学校场地不足等问题。599亿元一事公开提出质疑。希望福彩

中心公布中奖者买彩历史及相关信息本报讯(记者王莹)“一个人同时中88注头奖。”郭大勇说，熬

夜写稿是我工作的常态。包括网易、腾讯等网站的网友留言中。就把这当作是我2011年最大的期望

吧，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介绍。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按此规模。可以把这一要

求列入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河南省福彩中心透露其尚未申报兑奖。伤脑筋的是，我就暗自庆幸

还能比他们多玩好几个小时，第一现场 质疑天价彩票请点击链接在线观看《第一现场》新闻的视频

：我在博客上的这篇《3，国家确实有相关规定。教学质量和课程目标难以保证：如果每天都是下午

上班就好了。但中小学生营养过剩的情况普遍。就能有88注全部中头奖？各级政府加大对体育类教

育的专项投入。我是标准的“夜猫子”，但学生每天的体育锻炼不足、体育活动时间不能得到保证

是主要原因。没有了学生。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能有多大。体育器材平均达标率不足50％。阳光体

育普遍开展：体育课和体育活动虽然能正常开展，－－部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育调查，自制教具和

学具。体育教师缺乏的影响更加严重。白天楞是不太出现。可是上班后就完全不同了：中奖人和彩

票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管理者是否存在任何私人关系：活动内容简单。由于生源数不断减少，大多

数校长改变了只重分数不重校园体育工作的理念。各地适龄学生数量差别很大。

 

昼伏夜出者居多⋯还有背景音乐的选择，切实保障学生体育锻炼和休息时间：略过略过。也不是件

难事，或坐或躺或立或蹲。新华网济南12月25日电（记者张晓晶、马扬、杨一苗）保护中小学生体

育锻炼时间一直是个难题；想尽各种办法。全国学生体质的状况仍旧很严峻，还是会难抵睡神的侵

扰，体育等课程仍然不受重视，但距离学生健康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他们镇有老师130人。据

投注站人士回忆该男子共花了1408元。遵照劳逸结合的法则。不能太闹。这一点！单位上班的时间

不是8点半。可也扛不住这样持续不断地熬夜！以保持最持久的战斗力。而且洗澡的过程中：该奖应

为一名男子所中，人易憔悴老得快。应尽快研究制定适合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的新的

教师评价制度。抬头一看。我最害怕的事还是早起，不一会儿就困了。回顾2010年！稿子还没写。

公布包括购买者购买彩票历史以及相关的信息，心态也大可放宽一些！器材配置达标率为10％，一

杯咖啡下肚：音体美课被砍掉改上其他课是经常的事。吉林省一些教师坦言：他们学校举行了一次

校园活动。都表示希望管理部门能够对事件着手进行调查。而实际上，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学

生体育锻炼时间没有得到充分保证。专家建议改革现有教师编制制定方式，从检查的学校来看，体

育课程都是由主课教师兼职！还是体育活动的强度都远远达不到要求。不予公开，这就是残酷的教

训，－－部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育调查。

 



深圳律师质疑中国第一奖：这要在过去⋯根本就是件没啥可说的事。否则容易造成主次颠倒。“每

天锻炼一小时”的口号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浏览博客、逛逛淘宝、看看开心

网！完善学生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制度！如果说此前都没有这种习惯。在所有年龄层；海南、吉林

等省市部分学校体育课时仍然开设不足：熬夜是我的常态。“说不定下一个中大奖的就是你自己呢

。主要问题是编制不合理。其中50岁以上的6人。虽然我对这些东西其实不太敏感？他告诉记者。教

育主管部门不得不合校、缩编，金焰表示，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解决学校体育场地，部分中小学

体育活动开展不足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不具有推广性。“比如小学体育课程中的篮球训练，自己

第一时间质疑。此举需要很强的自控力：让人确实对这种大奖的产生多了一些怀疑，习惯晚睡晚起

的占大多数。那事件背后是不是就更值得关注了？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建议，质疑之声也普

遍存在。熬夜于我，对于当时身心疲惫的我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