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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2020 . 5 . 11

时隔 3 个多月，家住北京的崔珂终于踢上了
一场球。

“累惨了，”42 岁的崔珂说。不过说起自己的
几脚助攻，隔着电话也能感受到他的得意和满足。
“还是更喜欢户外锻炼，在家施展不开，还总怕打
扰邻居。”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的健身锻
炼方式从户外退守到室内。很多人都像崔珂一样，
每天跟着线上教程居家锻炼，但内心深处依然怀
念着阳光清风之下呼朋唤友、共洒汗水的畅快。

随着疫情的缓解，冷寂多时的户外健身场地

设施又逐渐热闹起来，暂时被居家令掩盖的户外
健身场所短缺的供需矛盾又将重新显现。而此次
疫情让人们越发感受到身体的重要，健身的重要，
免疫力的重要，显然疫情之后人们对健身场所的
量和质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疫情前后，新华社记者在上海、天津、苏州等
地进行了深度调研，也参考了一些国外开展大众
体育的经验，希望能推动全民健身更好发展。

疫情突袭，激发居家健身热

在居家空闲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放下手
机，迈开脚步，加入汗水换健康的大军之中。25 岁
的沈宇韬就是这样一位疫情之后从零开始培养锻
炼习惯的“健身新人”。

“之前因为工作节奏比较紧凑，长期久坐，饮
食也不规律，渐渐感觉身材开始走样，体质也逐
渐下降，容易生病，”从事咨询行业的沈宇韬说。

疫情期间居家工作后，沈宇韬开始了自己的
健身计划，参照健身软件上的教程进行有规律的
运动，每锻炼两天休息一天。

“通过坚持锻炼，身体状态明显好转了，而且坚
持不懈完成既定的目标，对个人精神层面也是一种
提升。”沈宇韬说，疫情之后他计划开始跑步健身。

根据健身软件 Keep 提供的数据，疫情期间
用户运动时长平均每次 36 . 2 分钟，对比 2019 年
将近翻了一番。

Keep 总经理李新艳说，从短期看，疫情之后

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放风”行为。大家在家里
憋久了，很想走出去动动。人们对于居家运动的
需求会降低，但对户外运动的需求会上涨。长期
来看，疫情期间人们在线上养成的运动习惯会
延续下去，定期运动将会是一个常态。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表示，居家健身
是疫情期间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状态。一方面
家中可供健身锻炼的区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
参与健身活动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之一，
是居家锻炼所无法实现的，因此疫情结束之后
户外健身、体育场馆健身依然将是主流，居家锻
炼只能是人们健身方式的一种补充。

见缝插针，对接“最后一公里”

2019 年年末，新华社记者在各地调研采访
发现，很多城市都在利用城市核心区内的各种
“金角银边”，见缝插针地建设健身场地设施，对
接健身场地的“最后一公里”，为百姓健身提供
便利。这也是国务院多个文件所强调和倡导的。

拥有 14 片羽毛球场地和 5 个乒乓球场
地的苏州狮山横塘街道文体羽乒中心，是由
曾经的厂房改建而成。该中心地处苏州高新
区的核心地段，不过街道明确“以公益为主”
的服务宗旨，让利于民。早上 7 到 9 点以每人
5 元的低价开放，其他时段的开放价格也低
于市场价。

“厂房收回来以后成为闲置资产，我们要做

的就是把闲置资产整合起来，解决百姓去哪儿
健身的问题。”狮山横塘街道文体站站长刘兰介
绍道，“运营效果还是很好的，场地经常爆满。”

尽管是数九寒冬，天津市曲江公园内依然
热闹非凡。球类场地聚满了健身人群，成片的健
身器械间也充满了欢声笑语。

曲江公园原本是普通的城市公园，但经过
2018 年的改造，公园内如今除了广场、绿地和
步道外，各类健身场地和器材已经排得满满当
当。据天津市河西区体育局副局长娄越光介绍，
由于附近老旧居民区多，社区内建设健身场所
难度大，改造公园是最为可行的方案。

在河西区复兴河畔的高架桥下，桥墩之间
的笼式篮球场成为篮球爱好者的一方小天地。
篮球场占地面积不大，但却是对空间的完美利
用，不妨碍交通，还能遮蔽雨雪。

在河北咏怀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发展研究
院院长王兵看来，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要注重
需求调研，按照因需因时因地的原则，理念也应
从“我要提供什么”向“百姓需要什么”转变。

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网红地

黄浦江畔，晨光勾勒出城市的天际线。滨江
步道上，除了拍照的游客，还有努力调整呼吸的
跑者。抓住上海推动黄浦江两岸贯通及滨江岸
线转型的契机，上海市体育局牵头将杨浦区的
废弃厂房改建为公共体育运动中心。健身步道、
篮球场、滑板场地……散落江畔的 20 多个运动
场地让曾经荒败的工业遗存重新焕发了活力。

用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的话说，“昔
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如今的生活秀带”。

同样迎来“华丽转身”的还有天津市的环城
旧铁路。位于河西区的废旧铁路段经改造变成
了绿道公园，原先的铁轨线被改建成近 5 公里
长的健身步道。

绿道公园保留了铁路的主题风格，使这一
健身处折射出些许文化和历史底蕴。适合不同
年龄人群的健身场地、游憩设施，又让这条曾经
的货运动脉变成聚集人气的城市新景观。

天津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王洪介绍说，未
来环城铁路在天津市其他区域的改造还将继
续，最终的目标是在旧铁路的基础上打造一条
集健身、休闲、观光功能于一体的健身绿道圈，
使之成为天津的“城市项链”。

苏州的环古城河健身步道全长 16 公里，是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市民休闲健身、游客体验苏式生活的民
生工程。步道沿途设置了体质测试与运动健身
指导站、健身小广场、健身路径，让傍水而生的
人们能够依水而动。间隔竖立的体育文化宣传
牌上，只要手机扫码就能听到吴侬软语诵读的
以运动游戏为主题的童谣儿歌，让行人游客体
味吴地千年文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健身场地建设存在一定
滞后性。场地设施不足、分布不合理成为制约全
民健身发展的一块短板。但上海、天津、苏州的
做法显示，只要合理规划，精心设计，接地气、有
人气的健身场地不仅能够融入城市发展的大蓝
图，还能成为凸显城市文化风貌的一抹亮色，让
百姓乐在其中，让城市美在其中。

（执笔记者王梦、吴俊宽，参与记者：许基
仁、朱翃、王恒志、张泽伟、王浩宇、牛梦彤、林德
韧、张薇、王集旻）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

疫情憋出的健身热，有地方容纳吗？

要靠政府，不能只靠政府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逼得健身人群从户外

转至室内，从线下改到线上，由此催生一场全民
“云健身”。疫情过后，大众健身会趋向正常化，
户外、场馆健身依然会成为主流。但抗疫诱发
的“云健身”因其简便易行而仍将具有生命力。

疫情催生全民“云健身”

疫情发生以来，“云健身”逐渐成为很多人
的必修课。健身机构纷纷推出线上服务；健身
教练在直播平台当起了健身“网红”；很多退役
和现役体育明星也拿出“压箱底”的绝活，录制
视频指导大众健身。

上海武术院主办的“武术云挑战”活动吸引
众多武术爱好者参与。近 35 万人登录活动页
面，900余人上传视频，70万人次参与投票。

江苏省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借助“江苏广
场舞”网络平台开展远程教学，鼓励大家上传分
享居家健身视频，举办线上“大比武”，让热热闹
闹的广场舞居家也能跳起来。

“大鳄”们也纷纷出手。PP 体育直播区里，
各类居家健身课程占据了大量直播时段；阿里
体育联合优酷推出“在家也能上的体育课”……

全民健身必然回归线下

“云健身”虽好，但无论是体育圈人士还是
普通健身群众，都认为目前“云健身”的很多内
容只是权宜之计。如何把线上和线下更好地结
合起来，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体育从业者需要解
答的考卷。

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体育是强体验性的，
线上“云健身”达不到即时互动的效果，而且很
多体育活动暂时都无法通过“线上”解决。因
此，疫情之后全民健身回归线下是必然的。

每天都会居家健身并在网上“打卡”的南京
市民王东就直言：“4月室外足球场地一恢复开
放，我们一群球友就开始约球了，这是强需求，是
刚需，也是居家健身和‘云健身’无法替代的。”

当然，“云健身”势必回归线下，并不意味着
“云健身”就会消失。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李海认为，此次疫情或可加速体育健身

休闲产业的互联网基因植入，基于线下场景
的健身休闲产业将加强线上教育和培训，实
现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目前网络课程、体育
培训直播等的变现能力很弱，但这股风潮未
来也有可能催生出更多业态。

全民健身“云时代”悄然降临

过去一年多里，上海的一些健身爱好者
发现，身边多了一种无人值守球场，只需扫码
即可进门健身。这是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运营的九回共享运动场，“场地是政府
的，我们负责运营，一个场地投入 5 万-8 万元
安装监控、闸机、广播等设备，上午免费，下午
和晚上低价运营，”洛合体育董事长戴富祺
说，“我们现在 60 个场馆只需 4 个管理人员。
通过线上管理+线下服务的模式，实现了小型
场馆管理轻型化。”

在苏州，通过对场馆智能化服务端和管
理端的改进和投入，一年内苏州市市民健身
中心的物业费降幅达到 29% ，能源支出降
幅达到 33%。

为推动百姓参与健身，很多地方开始发
放体育消费券，“互联网+”和大数据成为消
费券精准发放的最大助力。苏州体育局体育
产业处处长彭艳说：“近三年来苏州通过智慧
苏州平台，可以实现精准面向健身人群发放
体育消费券，过去两年发放 1400 万消费券，
超过 40 万人次使用，带动刷卡量近 9000 万
元，拉动消费将近 2 亿元。”

互联网科技还带来了管理上的革命，赵
光圣说：“现在上海每个健身场所都有自己的

‘身份证’，老百姓只要扫码就能对该场所的
基本信息一目了然。”

小小二维码，不仅能够抹平全民健身信
息差，在上海、江苏等多地，“扫码报修”逐渐
成为全民健身器材的标配，让一直以来全民
健身设施维护难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执笔记者王恒志；参与记者：许基仁、吴俊
宽、朱翃、张泽伟、王浩宇、牛梦彤、王梦、林德韧、
张薇、王集旻）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

全民健身走向“云时代”？

新华社记者许基仁

岁末年初，记者率队
在上海、苏州、天津等地进
行全民健身调研采访，大
开眼界。这些地方在全民
健身的权威性、开放性、科
技性、便利性、文化性五个
维度大做文章，成绩斐然。
虽然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势头渐猛的全民健身拐
了个弯，但“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民小康”依然是
坚挺的真理，全民健身、大
众健康、国民体质仍然是
中国体育永恒的主题、重
要的板块、流行的趋势乃
至终极的目标。

很少有人把权威性与
全民健身连在一起，但在
当今中国，体育管理部门
也包括其他政府部门在规
划、引领、协调、监管全民健
身开展方面仍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服务好当地全
民健身的开展，是民生工
程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
部门责无旁贷。苏州体育
局主导体育消费券的发
放，助推大众健身；上海杨
浦区殷行社区健身中心内
的智慧健康小屋，则是由
上海体育局和卫健委合建
的；苏州建成美丽的环古
城河健身步道，则是体育、
旅游、园林、城管部门合力
的产物。政府部门积极提
供服务和监管，是公信力、
质量和秩序的保证。全民
健身偏离了政府部门的支
持，难免举步维艰。

推广全民健身，不能
没有政府部门，也不能全靠政府部门。开放办活
动，广招天下客，用开放的心态、思路和措施推
动全民健身，是其能否取得持久活力和动能的
关键。社团组织、运动协会、企业等由于聚集了
众多专业人士，相对更了解民众的需求，懂得运
行的规律，拥有高效的机制，从而能把全民健身
赛事和活动搞得红红火火。上海市口碑甚佳的
市民运动会、城市业余联赛以全民健身为主题，
就广泛吸纳社团组织、运动协会和企业参与承
办赛事，皆大欢喜。比如，业余篮球联赛就是由
民营洛合体育公司承办的，效果一直不错。

特别想强调一下中国足协、中国篮协、中国
田协、中国泳协等全国性项目运动协会在开展
全民健身方面要切实起到龙头作用。全国性运
动协会要抓国家队建设，要抓市场开发，但统
筹、协调、助推各自项目的大众体育、青少年体
育的开展，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抓好全民
健身赛事和活动，能带动项目普及、增加体育人
口，能在青少年中播撒爱好体育的种子，从中长
期看也有助于国家队建设和市场开发。这方面
目前还是短板。对全国性运动协会来说，手里有
最好的资源、最权威的地位、最专业的人才，抓
好全民健身、大众体育、项目普及，是初心和使
命，是战略性任务，也是前途和利益所在。

科技助推体育，已是中国体育界一句响亮
的口号。对全民健身来说，科技助力也是法宝。
学校场地对健身市民开放，一直是个难题，校
长、教师和家长担忧学生安全问题和教学秩序，
可以理解。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引入上海西可
体育公司管理对社会开放的校园。健身市民刷
卡进入，什么人在校园里，啥时进入啥时出去在
信息系统里一目了然，还有隔离栏、巡查、电子
围墙等防护、监控设施。在这样的管控环境下，
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敢扰乱滋事了吧。上海洛
合体育公司运营的九回共享运动场是一种无人
值守篮球场，刷卡进入，部分解决了开展大众健
身成本高的难题。

便利性则体现在民众就近健身的方便指数。
如果从便于全民健身的角度说，场馆设施宜小型
化、分散化。上海在寸土寸金的市区建筑屋顶建设
健身设施，天津利用废弃环城铁路建设健身步道，
在高架桥下建设笼式篮球场，都是很好的尝试。

从国外发展大众体育和青少年培养的经验
看，社区体育是极其重要的环节，而这恰恰是我
们的短板。社区健身设施建成了，民众就能就近
健身。走路就能去健身场所，应该是我们开展全
民健身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在记者的采访中，苏
州狮山横塘街道文体乒羽中心和上海杨浦区殷
行社区健身中心就是典型的社区体育设施，从
效果上看也深受附近民众的欢迎。但这些社区
体育的星星之火，还有待燎原全国。

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由竞技体育、全民健
身、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四大板块组成。记者不
是很认同这种分类。体育文化无处不在。体育的
比拼，最终是文化的比拼。体育文化不是一个单
独的板块，而是应该渗透到竞技体育、全民健身
和体育产业中血肉相连，比如竞技体育中有礼
仪文化，全民健身中有设施景观文化，体育产业
中有诚信文化等。

记者在这次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全民
健身中植入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因子。天津根据
废弃铁道改建的健身步道保留了铁路月台、站
牌、铁轨等景观设计；苏州环古城河健身步道旁
建立了体育文化宣传牌，民众扫码就能听到用
吴侬软语童声诵读的以运动游戏为主题的童谣
儿歌；上海杨浦区根据废弃厂房改建的滨江步
道是一处市民休憩、健身的好去处，“昔日的工
业锈带变成了如今的生活秀带”，灯光球场、健
身驿站、地标景观与浦江美景交相辉映，散发出
浓浓的沪上文化的特质，让人流连忘返。

全民健身具有强体验性，人际交往和社交
功能不可或缺。在全民健身建设中注入更多的
文化因素，增加更多的文化属性，不仅有利于提
升大众健身的层次，也是利用体育平台助推文
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

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哲学。当健
身作为民众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内容时，我
们迈向体育强国就迎来了霞光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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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6 日，几位游客在北京天坛公园内踢毽子。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这次疫情让人们越发感受到

身体的重要，健身的重要，免疫力

的重要，显然疫情之后人们对健

身场所的量和质将提出更高的

要求

疫情前后，新华社记者在上海、

天津、苏州等地进行了深度调研，也

参考了国外开展大众体育的经验，

希望能推动全民健身更好发展

全民健身是国家战略，各级政府部门在规划、
引领、协调、监管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全民健身的普适性、多层次、大体量，又要求动
员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合力。

把分散的热情聚起来

从国外经验来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培养青少年运动习惯、凝聚大众健身热情
是一种通行的做法。诞生于 1964 年的全美青少
年足球组织（AYSO）是一家非营利机构。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如今在全美有超过 5 万支球队，
在全国 900 个社区组织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
足球课程和比赛，旗下有 40 多万青少年踢球。

疫情期间，参照国家体育总局推荐的“科学健
身 18 法”，上海市体育局联合尚体健康科技、乐刻
运动等社会机构，为上海市民编排了一套简单易
学、科学有效的居家运动指南——“我爱我家健康
屋”系列视频，短时间就吸引上百万人观看。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积极发挥枢纽功能，
及时通过微信平台发布场馆停业通知和后续工作
安排，积极将青少年体育培训转到线上，为各会员
单位的“小会员”做好服务。

虽然疫情让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营
收大受影响，但随着疫情逐渐消退，公司旗下主打
品牌“洛克公园”里，又闪现了众多运动的身影。

从 2017 年起，这家公司承办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篮球项目的比赛，目前已成为全上海篮球爱好
者每年翘首以盼的节日。

把空闲的场馆用起来

长期以来，国内外大型体育场馆的高效利用
始终是个难题。记者调研发现，社会力量的有效
参与，能够拓展大型场馆服务功能，让空闲的场馆
热闹起来。

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占地面积 60 公顷，是
目前苏州体量最大的现代化体育场馆。如此“高
大上”的场馆，平日里想要热闹起来可不是易事。
不过随着一批体育俱乐部、培训机构的入驻，庞大
的场馆群聚拢了人气，焕发了活力。

奥体中心的棒球训练场是爱美高棒球俱乐部

的专业培训场地。俱乐部目前创建了 6 支校队和
8 支俱乐部代表队，现有小球员 600 余名。体育
场外的训练场，是苏超足球俱乐部承办苏州青少
年足球俱乐部联赛的主场地……

记者在天津西青区李宁运动中心调研时发
现，企业入驻西青区体育馆后，充分利用场馆毗邻
学校的特点，通过和昂立教育携手合作，打造了学
生放学后的“文体兼修”运营模式。孩子们在这里
不仅能进行体育锻炼，还能接受文化课辅导服务。

把长期的难题解开来

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事业，还成为解决瓶
颈掣肘难题的“润滑剂”。以上海市为例，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上海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约
0 . 136 平方米，用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的话说，
只有差不多两张 A4 纸的大小。而截至 2018 年
底，上海市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 . 23 平方
米。变化背后，社会力量的参与功不可没。

为了把更多的健身场地建到人流密集、寸土
寸金的城市中心，上海市体育局大力推进体育设
施建设的“楼顶工程”，鼓励社会力量在商场、楼
宇屋顶建设体育设施，得到了洛合体育等一批社
会组织和企业的积极响应。如今，市内的中环百
联、大悦城、环球港、红星美凯龙真北店等商圈的
屋顶上都建成了体育设施。大量商场、写字楼的
地下室也变身为健身房、游泳池。

一直以来，由于受困于安全等问题，学校体育
场地向社会开放，在推行过程中始终进展缓慢。
但在上海普陀区，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社会力量，让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工作变得更加智能和便利。

普陀区体育局党组书记郭利民说：“普陀区体
育场地六成在学校，如何释放这部分资源给市民
使用是个难题。公开社会招标引入管理公司，开
发管理信息系统，通过设置隔离栏、巡查、电子围
墙、刷脸系统等方法，逐步减少漏洞，消除安全隐
患，目前看效果很好。截至 2019 年底，全区 66 所
公办中小学，有 61 所日间开放，60 所日夜开放，
一年有 300 多万人次进学校健身。”

（执笔记者：朱翃；参与记者：许基仁、吴俊宽、
王恒志、张泽伟、王浩宇、牛梦彤、王梦、林德韧、张
薇、王集旻）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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