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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健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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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大家都在猜测着"期待着#中国的运动员们能够在家门口取得更好的成绩#拿到更多的金牌!但同时我们也

应该认识到$奥林匹克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以体育育人#全面发展人的素质! 一个即便拥有再多奥运金牌而国民体质孱弱的民族#在体育上的

得分依然只能是%不合格&!所以#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对于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借助%北京奥运会&#来普及和增强%全民健身&意识#增强一

代国人的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谈话&今天采访了几位常年坚持体育锻炼的嘉宾#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健身故事#

说说他们对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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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记者来到了河南省体育

馆! 虽然是清晨#体育馆里却分外热闹$小伙子们打篮球#姑娘们跳

舞 "跳绳 "踢毽子 )中老年人则舞剑 "打太极 "抖空竹 "跳健身舞

蹈'''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活动着自己的身体# 让记者看得眼

花缭乱#禁不住也跟着舞曲跳了起来#心情顿时有如天边的云朵一

样轻快"飞扬"

身体健康!最古老"最诚挚的祝福和希望

记者!您坚持健身多长时间了+ 您的健身故事能跟我讲讲吗+

!记者和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聊了起来"

杨洪振!!笑着回答"我每天早上到这里来锻炼身体$跟着教练

学跳健身舞蹈$算算已经有
!"

个年头喽% 我和老伴儿一起坚持着

天天来$风雨无阻啊%

!"

年前$我得了心脏病$住院治疗的医生叮嘱我说$不能动&可

我在医院呆着挺闷的$老伴儿就说$医生不让动$可也别老躺着$咱

就稍微走动走动吧& 于是$我就从医院出来$在老伴儿的陪同下$早

上到这体育馆里走动走动& 没想到的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身

体竟然感觉好多了$精神也好了& 于是$我跟老伴儿就一路这么相

伴着坚持了下来& 你看$我今年
#$

岁了$身体可健康着呢& 每年单

位组织体检$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因为体检结果一出来啊$我最骄

傲$别看咱年纪大了$可身体好着呢$心脏也健康#血压也正常& 这

么多年$我连感冒都很少患上&

记者!看来坚持健身让您收获不小啊, 国家也提倡%全民健身

与奥运同行&#您是怎么看的呢+

杨洪振!!不住地点着头说" 国家提倡的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

行($太好了% 本来'祝你身体健康(都是人们最古老#最诚挚的祝福

和希望$ 身体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 全民健

身$大家都身体健康了$我们整个民族不就更强大了嘛% 今年$奥运

会能在咱北京举行$ 就是咱们的综合国力提高的表现啊$ 被洋人

说咱是'东亚病夫(的时代不存在了&

全民都应该动起来$锻炼身体& 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生

活节奏快$总是抱怨哪有锻炼的时间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应该

加入到健身行列里来$哪怕每天只挤出一点儿时间$让自己的身体

动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一定会更有好处的& 奥运精神不能光

停留在提倡上$重在参与嘛%

记者!您坚持健身这么多年#除了身体好了#还有其他收获吗+

杨洪振!!很骄傲地说"不光是身体好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

己有事儿做了$活得更有滋味了$觉得自己的生活更好了&

你看$我每天早上跟教练在这里学跳各种各样的舞蹈&我的舞姿

不错$我老伴儿的记性比我好& 回到家$我们俩一结合再排练排练$然

后下午到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去教给别的老人跳$ 让更多的老人跟

着我们俩都健康都乐呵% 长年健身$我的体力也很好$除了跳舞$还参

加了老年健身球队#老年健美操队$好几样呢& 我每天的生活都丰富

多彩$还经常带着我们的老年健身队伍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和表演$

每次都能拿到很好的成绩&你说$我们的生活不是越过越好嘛%另外$

我和老伴儿还都有精力再照顾我的三个小外孙呢&

北京奥运!重在参与#大家都是$运动员%

记者!我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您传递火炬#您是怎么当上奥运

火炬手的呢+ !记者从领操台上请下了正带着
%$$

多人跳健身舞的

老教练马凤英老师"

马凤英!!红扑扑的脸上挂满汗珠和灿烂的笑容"是啊$能当上

奥运火炬手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希望能够带着更多的人蹦蹦跳跳有个好身体#有个好精神&

可我没想到政府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火炬手$我真的太高兴了%

去年下半年$当我知道自己成为一名火炬手之后$我想$火炬

手可不能给奥运抹黑$要有个更好的身体& 于是$每天早上带完舞$

我又增加了自己的锻炼项目& 为了握牢火炬$ 我自己每天锻炼手

臂&嘿%让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坚持到现在几个月了$我竟然瘦了

!"

斤&这样多好$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精神的火炬手&!说着马老

师摆了一个手举火炬的姿势$神采飞扬"

记者!马老师#您在体育馆这里给大家编舞蹈#带领大家跳舞#

有多长时间了+ 讲讲您的故事吧+

马凤英!我原来是豫剧团的演员$因为疲劳过度$嗓子出了毛

病$离开了舞台&又加上母亲的去世$让我觉得身心疲惫&偶然一次

我看到别人在公园里跳健身操$就跟着学了起来& 后来$跳着跳着$

跟在我身后一起跳的人就多了起来& 于是$我就买了音响#录音机

等设备$成立了'省体育馆马凤英健美中心(& 每天早上在体育馆里

带领大家跳健身操$跳各种健身舞蹈& 从乐曲到舞蹈动作的编排$

都是我一个人& 从
!&'(

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
%$

多年了&

这
%$

多年$跟我一起跳舞的学员数不胜数& 这不$到现在每天

早上一般都有
%$$

多人跟着我健身& 很多老队员$也是跟着我跳了

%$

多年啊&大家的身体都好着呢$情谊也都深着呢&我说了$只要有

一口气在$我就要带着大家跳下去&

记者!您刚才说#您是社会体育指导员#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马凤英!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

以外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

的人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增进公民身心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 另外$社会

体育指导员也分技术等级$我是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记者!社会体育指导员应该是全民健身的推动者了#那么您是怎

样理解%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这个主题的呢+ 您又是怎么做的+

马凤英!我觉得$我起到的是一个纽带作用& 一方面我把党和

国家的政策#方针#发生的大事编成舞蹈$教给大家$起到教育传

播#强身健体和健康社会风气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又为国家输送

和培养了更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让他们能够带动更多的群众加

入到强身健体#美化心灵的队伍中来& 这不就达到'全民健身(#'社

会和谐(的效果了吗*

你看$比如'十一(国庆节$我编排了+祝福祖国,#+祖国吉祥,

让大家跟着跳)元旦#春节$我带着大家跳+过大年,)七一$我就让

大家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前不久的汶川地震$我就编了

+再唱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是一家人, 的舞蹈$ 领着大家一起

跳&大家都很喜欢$也都很感动&地震发生后$我领着学员们第一时

间为灾区捐款$总共捐了
)$$$

多元钱& 为了迎接奥运$我又编排了

+实现梦想有你也有我,&

其实$群众也都有这个需求$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然后$带领大家$为更多的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向上的健身平台&

全民健身就是让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参与到运动中来$强健体魄$让

国家更富强& 这不$奥运会马上要在北京开幕了$重在参与$我们每

个人都是'运动员(& !马老师说着$又激动地挥起了手臂"

全民健身!人人健康活动&天天幸福生活

#

马老师帮记者找来了跟随她健身十几年的两位阿姨---党老

师和孟老师
$

记者!两位都坚持健身许多年了#当初是什么让你们想到要加

入到健身队伍中来的+又是什么动力让你们一直坚持了下来+以你

们的健身经验#又是怎么看待%全民健身&与奥运精神呢+

孟凡娣!

!"

多年前$

%"

多岁的我$得了肝硬变& 那时候的我$肚

子胀得老大$腿肿得老高$真是既难过又受罪& 也是那时候$我来到

了健身中心& 刚开始的时候$别说像现在这样跳舞了$就是动动脖

子#扭扭头都是晕的& 不过$我坚持锻炼这么多年以后$你看我现在

&"

岁了$可比
%"

多岁的时候还健康#还有活力&我现在每天早上跟

着教练#跟着音乐从头跳到尾$到最后自己再走几圈华尔兹$一点

儿都不觉得累& 看我现在$身体瘦得多健康$谁还能想象出我以前

肚子肿得那么大的样子呢*

参加健身活动好处多& 身体好了$心情好了$还在这里交到了

很多好姐妹#好朋友&自己的交往圈子扩大了$生活丰富多彩了&我

们还常跟马老师去进行公益演出#参加健身比赛$取得了不少好成

绩呢&这些都是坚持的动力啊
'

奥运精神不是'更高#更快#更强(吗$

我们的健身经历和收获$就是奥运精神的体现啊%

党献霞!

(

微笑着$声音柔柔地接着说
$

说起参加健身的原因$我

跟孟老师是一样的$也是因为生病的缘故& 而我本身又是个医务工

作者$所以$我比较了解运动健身对人身体的好处& 首先$运动能提

高神经系统的机能)其次$能够提高心脏功能)然后$能提高肺功

能&经常参加运动$人的体质才能得到保障&经常性的运动锻炼$可

以调整身心$有效地延缓大脑和全身器官老化过程$有着强身健身

防病治病的作用&

古人都说.'活动好比灵芝草$ 何必苦把仙方找()'手舞足蹈$

九十不老(& 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经常随着音乐做运动$还能够锻

炼气质$保持身材苗条#身形挺拔& 现在女孩子都追求美$运动健身

可是最时尚的健美喽
'

另外$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也要求人们更多地参加运动锻炼$

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 奥运会也是个契机$希

望能够唤醒更多现代人的运动精神& 给奥运加油的同时$让自己的

身体也动起来& 我觉得$ 让健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像吃饭#睡

觉#开车上班一样$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时候$我们的

国家就真的'和谐(了$人人健康活动#天天幸福生活&

!%

岁月如歌$改革开放
)"

年了$播种#劳

作#收获$在一辈辈人赖以生存的希望的田

野上$更演奏着一曲曲越来越轻松#越来越

动听的歌&

拉耧

寒露已过$是该播种麦子的时候了&忙

活了一个秋季的庄稼人来不及擦去脸上的

尘土$又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耧是木头做的$ 前面是两根架子车一

样的车辕$中间是用来装麦子的漏斗$下面

是用来豁开地面的三条木腿$ 木腿上包着

铁皮$后面是掌耧人站的地方$麦子种得或

稀或稠$全看掌耧人的水平了&

一般都是几户人家合作$ 所以来参加

播种的会是一个蔚为壮观的队伍$有老人#

有孩子$当然更多的是年轻人&站在耧辕中

间的是个最身强力壮的$ 他的肩上勒着绊

带$身子深深地向前探着&两边长长短短绑

着好多根绳子$年轻人在中间$那些瞎搀和

的孩子的绳子则在最边上$ 动不动绳子就

松下来了$ 惹得一旁的人笑着说.'跑快点

儿$添个蛤蟆就是四两力啊% (

不久$木耧变成了铁耧$用机器播种的

面积也越来越大了$木耧是彻底成了古董
*

拉耧也成了不再多见的景观&

那一年的"叶丹#

那一年$玉米大丰收了&庄稼人从来没

有想到玉米棒子会长得这样大$ 真的就像

小学生作文里写的像一个个大棒槌& 人们

大车#小车朝家拉$脸上乐开了花$院子里

也堆起了一座座小山&

'这是品种玉米$好像叫什么/叶丹0$

别看当初的种子又小又瘪$ 长出来的棒子

却是又大又好$不相信科学真是不中% (人

们见了面都会这样说&

从此以后$每年种玉米的时候$种子站

就成了人们的必然去处$ 种子商也兴起了

新一轮的广告大战&何去何从$庄稼人心里

自有主意$但他们却由衷地相信一句话.相

信科学&

难忘那年的'叶丹(&

麦秸窝里的梦

比起割了麦子再摊开碾#再收#再晒$

脱粒机的问世$ 无疑为减轻人们的劳动强

度立下了汗马功劳&

麦子收回来了$山一样堆在场里$村上

只有
)

台脱粒机$都是几户人家对钱买的$

日夜不停& 终于排上了号$却是在夜里& 于

是披了衣服在场里等$虽然是夏天$半夜却

凉得很$靠在暖暖的麦秸窝里$很快就甜甜

地睡去了& 忽然有人大声叫道 .'机器来

了&(于是慌忙起来$直到机器声响起来$瞌

睡劲才彻底醒过来& 机器旁昏黄的灯光被

打出来的麦子的尘土笼罩着$ 刺耳的机器

声在寂静的夜里被传得很远很远& 等到天

露曙光$才看到人人都成了黑面人$可当看

到机器旁小山一样的麦堆时$ 立即又会倦

意全消&

自从有了联合收割机$ 收割时只要拿

着口袋站在地边$就等着灌麦子了$睡在麦

秸窝里的日子$哪里有那么轻松呢%

!)

!于晓玲

说出你我 真知灼见

想说就说

侃透人生 苦辣酸甜

能侃则侃

住新房#搬新家$这可是一件欢天

喜地的大事& 一家五口$早早地就开始

忙活起来&

首先$搬新家$可得像迎婚嫁娶那

样选个吉利的好日子& 奶奶思前想后$

终于 '算 (出了一个 '黄道吉日 (.

!"$'

年
'

月
'

日$多吉利$三个
'

$又是奥运

会在北京开幕的好时辰& 奶奶的决定

高$实在是高% 得到家庭全体成员的一

致赞同&

搬家用什么工具*这原本是无须讨

论的问题$却成了爷爷的'心病(& 搬家

无外乎两种选择. 要么找搬家公司$大

卡车一运$一切
*+

)要么请朋友帮忙$

众人动手$搬起来也不慢& 可爷爷的决

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请三轮车搬家&

爷爷说$ 北京的三轮车观光游可不一

般$奥运期间想必有很多老外都想尝试

一下老北京的'特色($我们虽然不在北

京$也体验一回三轮车的魅力$既省钱

又时尚$何乐而不为*爷爷的主意$看似

'牵强($实则有趣$当然也得到家庭全

体成员的赞同&

住新房$门上可得贴对联& 是去买

对联$还是请人写*对联上该写哪些字*

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肚子里的墨水最

多$如此'重任(非他担当不可& 可爸爸

的最终决定又一次让大家吃惊不小&爸

爸说$还写什么对联啊$现成的福娃不

比什么都好吗*买一张五个福娃的大头

像贴在门上$多喜庆%不用说$爸爸的想

法当然得到绝对高票通过&

新房装修得差不多了$电器也基本

配齐了$客厅还缺一套沙发& 室内布置

是妈妈的强项$用什么材料#涂哪种色

彩$妈妈总能安排得让全家满意& 妈妈

这次买沙发$ 可没像过去那样挑三拣

四$到了家具城就选到了沙发&妈妈说$

还有啥好选的* '人文奥运#绿色奥运($

咱就买个绿色的'环保(型沙发$看着清

爽$坐着舒服& 没说的$又是五票通过&

在这场颇具奥运特色的搬家 '仪

式(中$小孙子看来显得'落伍(了$他可

不愿甘拜下风& 但挖空了心思$小家伙

也没想出啥好点子& 一急之下$小孙子

脱口而出$我想给这次搬家活动取个名

字$就叫'咱们家的奥运花絮(&

搬新家#住新房$与奥运同乐$多有

意思%

!)

我家的奥运花絮
!

绘 丹

杨洪振 党献霞 孟凡娣

我这三十年$+"%

#

我这三十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
!"

周年! 回眸这

!"

个年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

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

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并推

动开放#开放也进一步促进了改革!

!"

年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

容#这一点#恐怕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深有

感触!许多人从艰苦的年代一步步走来#

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的点滴历程# 亲身

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无限惊喜!

!"

年前#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

年后的

今天#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您心里一

定有很多感慨#也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吧,

在纪念改革开放
!"

周年之际 #

-谈话.即将推出专栏-我这三十年.#

期待与您分享这些体会与感受! 欢迎

踊跃来稿!

话题征稿

感 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