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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女士酷爱跑步! 可让她苦恼的是自家
附近没有合适场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女士发现
附近一所小学的跑道很不错!但校门口的值班人员
很生硬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后经人指点!刘女士买
了三包烟悄悄送给值班人员!收烟后!值班人员态
度一百八十度转弯!允许刘女士到校内跑步"

市民为寻找跑步的地方发愁!而一些学生却
不珍惜拥有的锻炼机会" 河南商报记者张高峰

!!

月
!"

日采访发现!教育部今年通过指纹打卡来约
束大学生长跑! 实施后却几乎演变成一项游戏"

在郑州大学中心体育馆的打卡处! 半个小时内!

先后有近
#$

名同学前来打卡! 其中骑车赶来的
有
%&

人"

而一些中学!冬季长跑的开展情况并不是很
理想" 孟女士的女儿在郑州市

'#

中读初二!这学
期开学至今!孩子还没开始冬季长跑"

'#

中政教
处王老师说! 入冬以来郑州的天气一直不太冷!

考虑到长跑容易出汗!学校准备等天冷后再组织
学生进行冬季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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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者王锦思分析!现在的中国人!宁愿花
钱吃药!不愿花钱锻炼"河南大学工作人员赵光贵
说!走在开封街头!常见围满人的麻将摊!而参加
长跑的人并不多见"

杨女士家住郑州市百货大楼附近! 她所在的
社区小卖部内!前来打麻将的人几乎天天爆满!常
常# 战斗$到深夜还不歇息%虽然这些人从不吵闹!

但她很为他们的身体担心!要知道!熬夜伤身"

在省直一事业单位工作的陈先生是位麻友!

问及为何爱打麻将不爱打篮球!他表示!打篮球
受限于场地! 有时去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篮球架!

而茶楼遍地都是"

陈先生还笑着说!打麻将更多时候是为了增
进感情"陈先生的同事&麻友李先生说!这跟生活
环境有关! 朋友都爱打麻将!' 我一个人去打篮
球!多没劲" $

深度影响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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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夺金一箩筐 逾七成国民亚健康
市民想锻炼找不到地儿!网友呼吁(应多投点钱给群众体育

!&&

枚金牌!广州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竞技体育领域一骑绝尘!然而!金牌闪闪的背后!遮掩不住的是中国
群众体育的暗淡%

最近的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我国
'$$*

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仅为
')+',

% 具体到河
南!情况似乎好些(我省经常参加锻炼的体育人口为

-$$$

多万!占总人口的
-".

%

于是有网友评论说(国家拿那么多钱培养那么多亚运冠军!这其实是严重的分配不公% 冠军需要培养!国民更
需要健身锻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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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亚运会!中国摘取
!&&

枚金
牌! 引发不少国人对竞技体育的反
思% ) 天府早报*

!!

月
'&

日以) 竞技体
育世界一流 全民体质世界三流*为
题报道了中国体育的现状! 文中引
述新华社记者杨明所列的数据 (

!+#

亿人患高血压 &

!+#

亿人患高血脂 &

'

亿人超重或肥胖 !

*",

的国民处于
亚健康状态%

北京学者王锦思近日在其个人
博客上透露(在日本!从事慢跑&马拉
松运动的有

'%%$

万人!体育人口占本
国人口

*$/

以上%

与日本相比!中国就多了几分尴
尬(最近的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
调查显示!我国

'$$*

年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仅为

')+',

%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韩时英介
绍(#

'$$*

年我省经常参加锻炼的体
育人口为

-$$$

多万 ! 占总人口的
-"0

% $这一数字相比十年前!已有
了很大提升% 武汉体育学院硕士研
究生戚世同在其毕业论文中推断 !

'$$)

年郑州市
!#

岁以上的人口中!达
到 体 育 人 口 判 定 标 准 的 比 例 为
!&+#&,

!约为
!%-+*%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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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庞大的跑步人群相比 !

郑州的跑步人数可以用# 少得可怜$

来形容% 郑州长跑俱乐部管理人员
姜涛说 !

'$$-

年成立时队伍仅有
!'

人!现在注册会员有三四百人!经常
参与俱乐部活动的仅

!)$

人左右%

姜涛估计! 目前郑州经常参加
长跑的大约有

'"$$

人! 在郑州几百
万人口中!沧海一粟%

郑州长跑爱好者&乐跑
1

族
22

群
群主# 清风$稍微乐观一些!他估计!

目前郑州经常进行长跑活动的应有
)$$$

多人%

# 清风$所在的长跑小团体有
"$

人左右! 一般每月举行一次长跑活
动!常去的地方是黄河大堤%

# 清风 $认为 !马路上灰尘多 !

汽车尾气也多 !对人体不好 +公园
里空气好 !但路面不好 !加上晨练
人员较多 !不太适合跑步 +学校操
场不错! 但天天绕圈容易枯燥 !有
时还不让进%

乐跑
1

族
22

群成员 # 三道茶 $

也认为! 郑州能跑步的地方很多 !

但适合长跑的地方很少 !甚至可以
说没有%

Z[\]^_`<=

针对找健身场地难的问题!河南
商报网友发帖称(# 国家拿那么多钱
搞亚运会!培养几百个冠军!可老百
姓能得到什么,这其实是严重分配不
公% 冠军需要培养!可是广大纳税人
也需要健身锻炼的地方% $

乐跑
1

族
22

群群主# 清风$提议!

应多投点钱给群众体育%有了更多投
入后! 要经常性地举办群众运动会!

以区别于目前的竞技类运动会%群众
运动会的目的是锻炼身体!增强人民
体质%

按照# 清风$的设想!居民凭身份
证即可报名! 奖品可找企业赞助!适
当设置一些小奖励% 政府所要做的!

就是协调运动场馆% 比赛项目应包括
跑步&羽毛球!自行车&乒乓球&篮球
等大众活动% 运动会设置为每月一个
项目(

!

月跑步!

'

月羽毛球!

-

月份自
行车--做到月月有比赛% 这样大家
能根据爱好选择相应项目锻炼!更有
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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