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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装备一大堆，实际使用没几次，健身十分钟，自拍
用了半小时”。当今民间体育锻炼，呈现冰火两重天，让身体
动起来的群体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运动对
形体、气质、精神带来的改变，并为健康“未雨绸缪”。

9月12日下午，2018西安（阳光城）
国际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具文化
特色的西马于10月20日开跑，共有来自
30个国家和地区的80381名选手参与报
名，相较去年增长近一倍。根据抽签结
果，将有3万名选手参加马拉松、半程马
拉松、欢乐跑三个项目的比赛，较上届增
加1万人。

西安阳光跑团团长强巧珍和30名
队友有幸被抽中，但是她二女儿“葫芦
娃”未能中签，为此都急哭了，

“马拉松跑步助手”为跑友们争取到
了3个半马名额。“葫芦娃”在留言里写
道：“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家族跑马事业
还等着我继承呢。”

强巧珍在留言区讲述了自己的跑马
经历和全家的跑马热情，希望感动主办
方，给自己孩子徇个“私情”。

2007年的时候，强巧珍还是一位体
态臃肿的“药罐子”，胃病、鼻炎和血液病

缠身。家里订报纸时，被问要什么赠品，
她和丈夫一眼都看上了药箱，因为丈夫
是一位强制性脊柱炎患者。

“医生给我说，你这个病除了吃药，
不能光靠躺在床上养，还要加强锻炼。”
就是这句话，让强巧珍从床上走向了西
安环城公园。

当时在公园里跑步锻炼的，也是十
几位被病痛折磨得必须动起来的慢性病
病号。大家在西门里那一段跑5公里，
强巧珍动起来头晕，心也慌，赶不上趟,
也跑不完。

她怕下半辈子就这样废了，循序渐
进，还是坚持了下来，脚步越来越快，距
离越来越远，患病次数却不断减少，体质
也在明显好转。

半年后，医生很惊奇地问她：这个病
一般需要好几年的调养治疗才能好转，
你半年竟然治愈了，用的什么方法？强
巧珍笑着解释：“跑起来。”

西安阳光跑团目前有来自各行各业
成员155名，且以年轻人居多。队员们
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长
跑，出一身汗，再洗个澡，一整天都浑身
清爽，精力充沛，不但没有影响上班，反
而是一种促进。

现在跑团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
了每周一次约跑，平时也是说跑就跑，一
跑就是刷西安的二环、三环。20岁以上
队员过生日，大家一起跑个半马做礼物，
40岁以上队员过生日，就跑全马为他
（她）庆生。

其间也有人因为懒床、天气、环境变
化等原因放弃，但又有新人加入进来。
强巧珍说：“对一个热爱运动并坚持到习
惯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理由。”

到外地出差，跑友们习惯安顿住下
后，首先到外面跑一圈，确定第二天的行
进路线；就是一大早有事，提前跑不成，
晚上也要补上。强巧珍和一群队友态度
坚决地表示：“当然还要跑下去，不可能
停下来。”

相比强巧珍们的“停不下”，在我们

生活中还有一批人，面对体育运动却是
“动不了”。世卫组织的统计显示，全球

14亿人缺乏锻炼。这一情况在我国同样
不容乐观。

《“健康中国 2020”战略研究报告》
显示，我国18岁以上居民中有83.8%的
人从不参加锻炼，经常锻炼（每周锻炼3
次以上，每次至少 10 分钟）的人仅占
11.9%。“没时间”成为不爱运动人最大的
理由，其他依次是：“没兴趣”“惰性”“没
人组织”“身体弱，不宜参加”等。

26岁的廖小凡是一位公司业务员，
非常苦恼自己“没有规律且懒得动的生
活模式”，正在蚕食自己的健康：情绪不
稳、困倦健忘、脱发和肠道功能紊乱，每
两年都要换一副眼镜，总被工作赶着，
却效率低下，对女朋友也没有兴趣
搭理。

“大学期间每天踢足球，饭量好大，
体重 130斤；现在没胃口，体重却飙到
150斤。”他捏捏隆起的小腹上的赘肉黯
然苦笑道：“血脂和血黏稠度指标都高。
正值年轻，竟然感觉真的老了。”

廖小凡的同事告诉记者，单位里的
年轻人个个都有运动装备，刚上班的时

候还去体育场打羽毛球，现
在不少人连球拍都找不到
了，家里的哑铃主要当锤子
用来砸钉子和核桃。“男女胖
子有好几个。大家采取的最
有效方式不是加强锻炼，而
是减小饭量，女生更是流行
晚上不吃主食。”

西安市阎良区中航研究所退休老干部张
大爷今年76岁了，身体特别好，每天早上都会
来体育场运动三个小时。运动器械大多是自
己用废旧酒瓶、拖把杆、小碗等物品自制，路过
行人禁不住好奇，凑上来一试身手，一同锻炼
的也会和张大爷切磋交流。

英国知名科学杂志《柳叶刀》刊载的一份
针对168个国家近200万人不同国家民众身体
活跃度的研究报告，认为每周少于150分钟的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或75分钟的高强度身体活
动，即被认为是身体活动不足。

72岁的胡广志是长安区一名退休工人，在
老家休养期间，发现健步走、广场舞和器械锻
炼，在当今的农村老人中已成时尚，到处都能
看见乡党们运动的身影。

陈先生认为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不是
乖，而是蔫”。暑假期间，他给孩子报了一个游
泳学习班，每天父子两人“玩水”两三个小时，

“免得孩子整天坐在家里玩游戏”。
开学一个月后，老师反馈说，孩子变活泼

了，上课积极回答问题，家庭作业在校期间就
能完成，正确率也很高，基本不返工，而且破天
荒地没请过一次病假。

这位小学生向记者感慨道，每周的体育课
经常会被主课占用，即使上体育课，运动量大
的球类运动也很少开展，好在自己回家可以玩
两个小时的跳绳，否则这日子也太苦闷了。

“运动不足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肥胖症、某些癌症，都和运动不足

有着密切的关系。”核工业五二一医院骨科主
任刘少军医生解释说：有氧运动能增强血液循
环，提高淋巴循环功能，保证身体的免疫能力。
适当地运动还能刺激一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
放，如内啡肽、血清素和多巴胺等，产生愉悦感，
并缓解焦虑情绪。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苟波教授
针对大家普遍存在的“没时间锻炼”，建议每天
运动的30分钟可以连续进行，也可以分段进
行，但是每次不能少于10分钟。其中，有氧运
动以每周3-5次为宜，如步行、慢跑、骑车、游泳
等；力量练习以每周3次或隔天一次为宜，如俯
卧撑、仰卧起坐等；柔韧练习可以每天都做。
运动也要注意“搭配”，最好的运动强度，以每次
运动后略微有点累为宜。

38岁的投资公司经理程女士对此深有感
受，以前单位每天要求员工上下午做广播体
操，她总出工不出力应付一下。回到家坐在
电视机前边吃零食边追剧，眼看着身体一天
比一天发福，买衣服没有合适的，自拍照不敢
发朋友圈，出门前必须化浓妆才能遮住晦暗
的脸色。

在一群姐妹邀约之下，程女士开始“管住
嘴，迈开腿”，早晚户外跑步，每周不少于三次地
打乒乓球或羽毛球。一年下来减了40斤，困扰
她的颈椎病也无药而愈。在程女士看来，商界
精英层以前体型富态的人设形象已经大为改
观，吃虫草泡枸杞的保健保养观念，早已被健
身锻炼的潮流观念所替代。

在陕西户外运动圈子里，驴友们大多都熟
悉响石这个名字，因为他常组织大家去户外爬
山。“他身体很壮实，精力显得很充沛，每周三天
爬山都看不出累。”但是少有人知道，他曾因病
情严重，险些丢了性命。

2002年6月，租住在西安瓦胡同村的响石，
持续高烧42℃被确诊为脑炎。“治疗了一个月
才出的院，之后打针吃药坚持治疗整整一年。
和我同病房的另外两个病友却都走了。”

一同在村里租住的“金牌”“以诺”便拉着他
周末出去爬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当时这
个群体有休闲锻炼身体的老年职工大巴游；户外
用品店组织会员参与的AA制户外露营穿越；和
户外爱好者组织的户外登山活动，旨在将户外运
动培养成了强身健体的习惯，参与者主要是高校
的教师学生、事业单位的员工、企业的高管等，他
们意识到人生不但要有事业与金钱，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副好身体做前提。

响石将自己病体的全面康复归功于户外
运动，他和节目主持人张宏伟、大学老师李朵
等一大批热衷户外运动的犟驴，成了首批勘察
路线组织户外运动活动的领路人。

陕西的户外运动发展到2008年的时候，开
始呈现井喷态势，专业组织户外活动的机构由
最初的一两家，发展到近百家，周末每一天，仅
从省体育场就要发车四五十辆，加上自驾进山

的，坐公交专线进山的，每天进入秦岭的人数
多达数万人。

如今的户外运动，被驴友们赋予了更多的
新元素，比如环保登山捡拾垃圾，户外救援，山区
扶贫救助，帮助地方发展旅游经济等，同时也促
进了户外骑行、越野自驾、山地越野跑、马拉松等
相关户外体育行业的发展。响石告诉记者，现在
每个周末每天进山的人数至少也在10万到20万
人次，每年进山人数大约在800万-1000万人次。

“在儿童时期，就应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
惯。运动从来不言迟，不管多大岁数都要适当
运动，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在保证睡眠和
营养的基础上锻炼，效率会增高。”核工业五二
一医院骨科主任刘少军强调：运动的目的是为
了健康，因此既要适度，还要讲究科学。尤其
是老年人群，身体体能在下降，更要量力而行。

西安市政府在今年4月表示，以“办人民满
意的体育”为根本宗旨，全面助推“体育强市、健
康西安、品质西安”建设。全面深化群众体育
工作，办好马拉松、乒乓球、拳击、围棋等系列专
业品牌赛事；还要推动武林大拜年、全民健身
休闲大会、万人登山、健身鼓舞大赛等精品赛
事；挖掘具有历史传承悠久、地域特色鲜明的
群众性体育赛事；完善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健
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群众
健身组织网络，大力推动各类体育组织向学
校、机关、社区的延伸。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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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装备一大堆，实际使用没几次，健身十分钟，自拍
用了半小时”。当今民间体育锻炼，呈现冰火两重天，让身体
动起来的群体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运动对
形体、气质、精神带来的改变，并为健康“未雨绸缪”。

9月12日下午，2018西安（阳光城）
国际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具文化
特色的西马于10月20日开跑，共有来自
30个国家和地区的80381名选手参与报
名，相较去年增长近一倍。根据抽签结
果，将有3万名选手参加马拉松、半程马
拉松、欢乐跑三个项目的比赛，较上届增
加1万人。

西安阳光跑团团长强巧珍和30名
队友有幸被抽中，但是她二女儿“葫芦
娃”未能中签，为此都急哭了，

“马拉松跑步助手”为跑友们争取到
了3个半马名额。“葫芦娃”在留言里写
道：“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家族跑马事业
还等着我继承呢。”

强巧珍在留言区讲述了自己的跑马
经历和全家的跑马热情，希望感动主办
方，给自己孩子徇个“私情”。

2007年的时候，强巧珍还是一位体
态臃肿的“药罐子”，胃病、鼻炎和血液病

缠身。家里订报纸时，被问要什么赠品，
她和丈夫一眼都看上了药箱，因为丈夫
是一位强制性脊柱炎患者。

“医生给我说，你这个病除了吃药，
不能光靠躺在床上养，还要加强锻炼。”
就是这句话，让强巧珍从床上走向了西
安环城公园。

当时在公园里跑步锻炼的，也是十
几位被病痛折磨得必须动起来的慢性病
病号。大家在西门里那一段跑5公里，
强巧珍动起来头晕，心也慌，赶不上趟,
也跑不完。

她怕下半辈子就这样废了，循序渐
进，还是坚持了下来，脚步越来越快，距
离越来越远，患病次数却不断减少，体质
也在明显好转。

半年后，医生很惊奇地问她：这个病
一般需要好几年的调养治疗才能好转，
你半年竟然治愈了，用的什么方法？强
巧珍笑着解释：“跑起来。”

西安阳光跑团目前有来自各行各业
成员155名，且以年轻人居多。队员们
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长
跑，出一身汗，再洗个澡，一整天都浑身
清爽，精力充沛，不但没有影响上班，反
而是一种促进。

现在跑团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
了每周一次约跑，平时也是说跑就跑，一
跑就是刷西安的二环、三环。20岁以上
队员过生日，大家一起跑个半马做礼物，
40岁以上队员过生日，就跑全马为他
（她）庆生。

其间也有人因为懒床、天气、环境变
化等原因放弃，但又有新人加入进来。
强巧珍说：“对一个热爱运动并坚持到习
惯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理由。”

到外地出差，跑友们习惯安顿住下
后，首先到外面跑一圈，确定第二天的行
进路线；就是一大早有事，提前跑不成，
晚上也要补上。强巧珍和一群队友态度
坚决地表示：“当然还要跑下去，不可能
停下来。”

相比强巧珍们的“停不下”，在我们

生活中还有一批人，面对体育运动却是
“动不了”。世卫组织的统计显示，全球

14亿人缺乏锻炼。这一情况在我国同样
不容乐观。

《“健康中国 2020”战略研究报告》
显示，我国18岁以上居民中有83.8%的
人从不参加锻炼，经常锻炼（每周锻炼3
次以上，每次至少 10 分钟）的人仅占
11.9%。“没时间”成为不爱运动人最大的
理由，其他依次是：“没兴趣”“惰性”“没
人组织”“身体弱，不宜参加”等。

26岁的廖小凡是一位公司业务员，
非常苦恼自己“没有规律且懒得动的生
活模式”，正在蚕食自己的健康：情绪不
稳、困倦健忘、脱发和肠道功能紊乱，每
两年都要换一副眼镜，总被工作赶着，
却效率低下，对女朋友也没有兴趣
搭理。

“大学期间每天踢足球，饭量好大，
体重 130斤；现在没胃口，体重却飙到
150斤。”他捏捏隆起的小腹上的赘肉黯
然苦笑道：“血脂和血黏稠度指标都高。
正值年轻，竟然感觉真的老了。”

廖小凡的同事告诉记者，单位里的
年轻人个个都有运动装备，刚上班的时

候还去体育场打羽毛球，现
在不少人连球拍都找不到
了，家里的哑铃主要当锤子
用来砸钉子和核桃。“男女胖
子有好几个。大家采取的最
有效方式不是加强锻炼，而
是减小饭量，女生更是流行
晚上不吃主食。”

西安市阎良区中航研究所退休老干部张
大爷今年76岁了，身体特别好，每天早上都会
来体育场运动三个小时。运动器械大多是自
己用废旧酒瓶、拖把杆、小碗等物品自制，路过
行人禁不住好奇，凑上来一试身手，一同锻炼
的也会和张大爷切磋交流。

英国知名科学杂志《柳叶刀》刊载的一份
针对168个国家近200万人不同国家民众身体
活跃度的研究报告，认为每周少于150分钟的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或75分钟的高强度身体活
动，即被认为是身体活动不足。

72岁的胡广志是长安区一名退休工人，在
老家休养期间，发现健步走、广场舞和器械锻
炼，在当今的农村老人中已成时尚，到处都能
看见乡党们运动的身影。

陈先生认为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不是
乖，而是蔫”。暑假期间，他给孩子报了一个游
泳学习班，每天父子两人“玩水”两三个小时，

“免得孩子整天坐在家里玩游戏”。
开学一个月后，老师反馈说，孩子变活泼

了，上课积极回答问题，家庭作业在校期间就
能完成，正确率也很高，基本不返工，而且破天
荒地没请过一次病假。

这位小学生向记者感慨道，每周的体育课
经常会被主课占用，即使上体育课，运动量大
的球类运动也很少开展，好在自己回家可以玩
两个小时的跳绳，否则这日子也太苦闷了。

“运动不足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肥胖症、某些癌症，都和运动不足

有着密切的关系。”核工业五二一医院骨科主
任刘少军医生解释说：有氧运动能增强血液循
环，提高淋巴循环功能，保证身体的免疫能力。
适当地运动还能刺激一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
放，如内啡肽、血清素和多巴胺等，产生愉悦感，
并缓解焦虑情绪。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苟波教授
针对大家普遍存在的“没时间锻炼”，建议每天
运动的30分钟可以连续进行，也可以分段进
行，但是每次不能少于10分钟。其中，有氧运
动以每周3-5次为宜，如步行、慢跑、骑车、游泳
等；力量练习以每周3次或隔天一次为宜，如俯
卧撑、仰卧起坐等；柔韧练习可以每天都做。
运动也要注意“搭配”，最好的运动强度，以每次
运动后略微有点累为宜。

38岁的投资公司经理程女士对此深有感
受，以前单位每天要求员工上下午做广播体
操，她总出工不出力应付一下。回到家坐在
电视机前边吃零食边追剧，眼看着身体一天
比一天发福，买衣服没有合适的，自拍照不敢
发朋友圈，出门前必须化浓妆才能遮住晦暗
的脸色。

在一群姐妹邀约之下，程女士开始“管住
嘴，迈开腿”，早晚户外跑步，每周不少于三次地
打乒乓球或羽毛球。一年下来减了40斤，困扰
她的颈椎病也无药而愈。在程女士看来，商界
精英层以前体型富态的人设形象已经大为改
观，吃虫草泡枸杞的保健保养观念，早已被健
身锻炼的潮流观念所替代。

在陕西户外运动圈子里，驴友们大多都熟
悉响石这个名字，因为他常组织大家去户外爬
山。“他身体很壮实，精力显得很充沛，每周三天
爬山都看不出累。”但是少有人知道，他曾因病
情严重，险些丢了性命。

2002年6月，租住在西安瓦胡同村的响石，
持续高烧42℃被确诊为脑炎。“治疗了一个月
才出的院，之后打针吃药坚持治疗整整一年。
和我同病房的另外两个病友却都走了。”

一同在村里租住的“金牌”“以诺”便拉着他
周末出去爬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当时这
个群体有休闲锻炼身体的老年职工大巴游；户外
用品店组织会员参与的AA制户外露营穿越；和
户外爱好者组织的户外登山活动，旨在将户外运
动培养成了强身健体的习惯，参与者主要是高校
的教师学生、事业单位的员工、企业的高管等，他
们意识到人生不但要有事业与金钱，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副好身体做前提。

响石将自己病体的全面康复归功于户外
运动，他和节目主持人张宏伟、大学老师李朵
等一大批热衷户外运动的犟驴，成了首批勘察
路线组织户外运动活动的领路人。

陕西的户外运动发展到2008年的时候，开
始呈现井喷态势，专业组织户外活动的机构由
最初的一两家，发展到近百家，周末每一天，仅
从省体育场就要发车四五十辆，加上自驾进山

的，坐公交专线进山的，每天进入秦岭的人数
多达数万人。

如今的户外运动，被驴友们赋予了更多的
新元素，比如环保登山捡拾垃圾，户外救援，山区
扶贫救助，帮助地方发展旅游经济等，同时也促
进了户外骑行、越野自驾、山地越野跑、马拉松等
相关户外体育行业的发展。响石告诉记者，现在
每个周末每天进山的人数至少也在10万到20万
人次，每年进山人数大约在800万-1000万人次。

“在儿童时期，就应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
惯。运动从来不言迟，不管多大岁数都要适当
运动，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在保证睡眠和
营养的基础上锻炼，效率会增高。”核工业五二
一医院骨科主任刘少军强调：运动的目的是为
了健康，因此既要适度，还要讲究科学。尤其
是老年人群，身体体能在下降，更要量力而行。

西安市政府在今年4月表示，以“办人民满
意的体育”为根本宗旨，全面助推“体育强市、健
康西安、品质西安”建设。全面深化群众体育
工作，办好马拉松、乒乓球、拳击、围棋等系列专
业品牌赛事；还要推动武林大拜年、全民健身
休闲大会、万人登山、健身鼓舞大赛等精品赛
事；挖掘具有历史传承悠久、地域特色鲜明的
群众性体育赛事；完善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健
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群众
健身组织网络，大力推动各类体育组织向学
校、机关、社区的延伸。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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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团团长和她的
家庭马拉松

跑团队员用52公里庆祝52岁生日。
被疾病逼上运动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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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锻炼方式3

全民打造体育城市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