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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X 人脸识别没玩好

苹果公司股价
“吓一跳”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
40 年无人破
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40 年无人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体育课长跑
改短跑……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中小学生身高、体重等身
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引发
“好日子养出弱孩子”
的担忧，
被广泛关注。

高了胖了，耐力爆发力却弱了
女子 800 米纪录是 1977 年创造的、女子 100 米纪录要追溯到 1979 年、男子 110 米
栏纪录为 1981 年创造……据我国东北某省会城市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的统计，当地
的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普遍
“沉睡”
多年，
有的项目甚至 40 年无人打破。
“现在的全市运动会，相当于过去学校运动会的水平，而且成绩还在往下走。”
提供数
据的该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主任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人破相对应的，是一些处于低位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指
标。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公布的 2016 学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结果显示，对比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优秀率仅 2.6％，不及格率达 16.2％，重度近视率为
49.8％。
大连某小学一位从事 23 年体育教学的教师表示，他能明显感觉出孩子们体质的下
降。
“2000 年前后，我带过 1993 年出生的孩子训练，60 米能跑到 6 秒 1，100 米能跑到 11
秒 94，现在体校找这样的孩子都很难，100 米跑 12 秒 78 的就算不错了。
”
这位教师说。
据中国教育协会体育分会会长毛振明介绍，30 年来，包括体能方面的跑、跳、投掷等
指标，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国家标准一直在降。
“这几年从统招学生中挑人进校队越来越难，孩子们个头高了、身体胖了，但耐力、爆
发力等身体素质却不如以前。”
陕西某高校体育教研部定向越野项目指导教师说。

新华社电 9 月 12 日苹果新品发布会广受
关注，有意思的是，在最受瞩目的 iPhone X 手机
的演示过程中，苹果公司软件工程资深副总裁克
雷格·费代里吉第一次展示其人脸识别功能“FaceID”
居然没成功，
令其相当意外和尴尬。
费德里吉立即调整情绪并说，
“ 让我们再来
一次”。据报道，他取出备用手机，进行又一次演
示，
这次
“FaceID”
运行正常。
据报道，这次“突发事件”把苹果公司的股价
也“吓了一跳”，很快从 163 美元高点跌至 159 美
元，
之后回升至 160 美元以上。
iPhone X 是苹果公司力推的最新产品，配
备 TrueDepth 拍照系统，包含红外摄像功能等新
技术，能够投射红点到用户脸上，然后把信息反
馈到智能系统，创建人脸模型，以此识别手机的
机主，并确保即使在黑暗环境中，人脸识别系统
仍能发挥作用。
据 悉 ，作 为 苹 果 公 司 最 新 研 发 成 果 ，
“FaceID”将应用于 Apple Pay 以及苹果其他第三
方应用程序。

不战而胜自动当选

哈莉玛成为
新加坡第一位女总统

日子好了，不能养出弱孩子
业内人士表示，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相互之间缺乏支撑和内在联系，
“三张
皮”
没有缝成
“一件袄”
，导致学校体育缺少社会体育的课外支持，竞技体育在组织孩子们
普及锻炼方面仍有提升余地。
此外，一些家长的观念也需要改变。
“ 我们小时候课余时间踢足球、打篮球都‘玩疯
了’，现在的家长却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有的甚至为此找老师、找学校。”宁夏银川市体育
总会秘书长丁晓晶说，家长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最直接，他们对体育运动的
“看法”
，有时
对孩子的选择是决定性的。
专家建议，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不能越养越弱。应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和运动技
能的培育，整合社会、学校、家庭力量参与，倡导家庭体育，让运动健身真正成为青少年的
生活习惯。
虽然今年４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但记者梳理发现，
不少省份的细则至今仍未出台，多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建议，将学生的达标测评纳入学
校的考核范围，适当提升体育课比重，探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地区实行
问责。
新华社电

中央气象台请你给台风起名字
新华社电 为做好台风命名工作，积极推广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对台风的
认知和预防能力，中央气象台将于近日开展
“我给台风起名字”
活动。
记者 13 日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本次活动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于 9
月 13 日至 18 日，在新浪微博平台上进行抽奖转发，选出台风命名候选人 3 名。这也是中
央气象台首次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台风命名活动，并且第一次明确将台风命名权归属给
公众个人。
第二阶段将由每位候选人各提交 3 个，共计 9 个台风名称。提交内容包含台风中文
名、英文名、意义以及命名理由。这 9 个名字将交给由中国气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台风
预报专家、媒体代表等组成的台风命名评选小组，
评选出最优的 3 个台风名字。
第三阶段将会在新浪微博上对专家组选出的 3 个名字进行公布，公布的台风名将同
时提交给台风委员会。最终选定的台风名将在 2018 年 2 月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 50 届
会议上公布。中央气象台将给最终选定名字的个人颁发台风命名证书。
西北太平洋上的台风命名由 14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其中，
中国负责 10 个台风的命名。
目前，
我国提供的台风名有海葵、
悟空、
玉兔、
白鹿、
风神、
海神、
杜鹃、
电母、
海马（即将被除名）
和海棠。另外，
台风龙王和海燕之前因为带来的灾害影响太重，
已被台风委员会除名。

新华社电 新加坡总统候选人哈莉玛·雅各
布（上图）13 日中午顺利完成竞选提名程序，选
举官宣布哈莉玛自动当选，她将于 14 日在总统
府宣誓就职。哈莉玛由此成为新加坡历史上首
位女总统。
哈莉玛自动当选，源于此次总统选举为保留
制选举。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华族、马
来族、印度族和欧亚裔是主要族群，其中华族约
占总人口 74％，
马来族占 13％，
印度族占 9％。
新加坡总统是象征性国家元首。1992 年，
新加坡国会颁布民选总统法案，规定从 1993 年
起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改为民选产生。
去年 11 月 9 日，新加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
案，改进民选总统机制，确保少数族群有机会当
选总统。修宪后，如果连续 5 届总统选举中，某
个族群代表没有当选总统，下一届选举只保留给
这个族群竞选。
历史上，新加坡只有过一名马来族总统，即
尤索夫。过去 40 多年都未出现过马来族总统。
根据宪法规定，
2017 年总统选举保留给马来族。
据新加坡选举局公布的消息，5 名报名者中
有 3 人来自马来族。其中两人是私人企业家，但
没能满足私人企业家的企业股东权益必须达到
5 亿新元（约合 24 亿元人民币）这一参选要求，因
此只有担任国会议长超过 3 年的哈莉玛自动符
合资格参选。
哈莉玛 1954 年 8 月 23 日出生，现年 63 岁，
育有 5 名子女。她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
系，
去年 7 月获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