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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边看电视边跑步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内，记者看到了一台共
享运动仓。这个名为“觅跑”的运动仓，占地约5平
方米，仓内放有一台跑步机。使用前，用户需要下
载手机应用或使用微信小程序完成注册、实名认
证，并缴纳 99元押金。随后，只要扫描门外的二维
码进入，就可以在跑步机上运动。运动仓使用起价1
元，每分钟需支付0.2元。

虽然空间不大，但运动仓内的设置还比较齐全，
可以满足健身的基本需求。除了跑步机外，仓内还有
照明设施、空调、新风系统、电视、灭火器、挂衣钩等。
空调温度、电视节目都能够自由调整。如果注重隐私，
还可以拉上窗帘，给自己创造一个私密的健身空间。
此外，仓内还贴有每日卫生记录表，记录显示，每天都
有人员对仓内设施进行养护和清洁。

这台共享运动仓安置在小区的运动场附近，适
逢周末，运动健身的居民络绎不绝，前来运动仓体
验的居民也不少。

26 岁的小马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她说，自己
从网上看到了共享运动仓，觉得很新奇，于是趁周
末来尝尝鲜。“感觉跟健身房里差不多，就是空间有
点小。”小马说，“而且屋子里还有股装修的味道，
如果使用比较频繁，不知会不会有异味。”

小马算了一笔账：每天跑步 30 分钟，花费 6
元，1年下来也要几千元。虽然比去健身房便宜，但
是毕竟运动仓里只有跑步机，没有其他健身器械。
她觉得，如果只是把运动仓作为健身的“补充”，还
是可以接受的。

优势和短板都很明显

乘着“共享”的翅膀，共享运动仓似乎站上了
资本的风口。据报道，有的项目已获得百万级乃至
千万级的投资，估值甚至过亿。由于运动仓投资的

门槛不高，可复制性强，很多后来者也在纷纷涌入。
有报道称，一间“共享运动仓”的设备成本约1

万元，预估每个运动仓单日收入在70元左右，回本周期
在8个月至10个月左右。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公司提出
了量产1000台、覆盖1000个小区等目标，但是从推广和
布局现状来看，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看好共享运动仓者大有人在。有业内人士认
为，小区里的共享运动仓位于“5分钟运动圈”里，
可以方便居民就近运动，尤其是对运动时间较零散
的人更有吸引力。此外，运动仓的使用和付费方式
适合无法坚持定期锻炼的人，相比于到健身房办卡
充值，运动仓的成本还是要低一些。

当然，共享运动仓的短板也显而易见。记者体
验发现，虽然有换风系统，但运动时间一长还是有
些闷；仓内有使用者留下的杂物，影响健身体验；
注册系统尚存漏洞，有儿童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
况下使用跑步机……

有业内人士指出，共享运动仓或许是个“伪需
求”。和商业健身房相比，共享运动仓功能单一且专
业性欠缺，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容易出现身体损
伤，对于有一定运动基础和运动习惯的人来说，并
不是优选。此外，目前共享运动仓配套设施不足、
器材品种单一，无法提供运动前后的更衣、沐浴等
服务，运动器械本身的安全性也让人担心。

以“共享”推动全民健身

针对共享运动仓，健身爱好者的看法同样褒贬
不一。有的人认为，共享运动仓就像一个私人健身
房，没有“私教”的推销、没有他人的烦扰，可以
无忧无虑地跑步。有的人则觉得，运动是件开放的
事情，需要在交流、比较的过程中才有效果、才能
快乐。

小马说，共享运动仓的概念很吸引年轻人，就
像共享 KTV、共享睡眠舱一样，满足了“空巢青
年”一个人狂欢的需求。当然，正如共享睡眠舱因
卫生和安全问题被叫停一样，共享运动仓也面临着
类似的问题，需要在布局、设计及配套等方面更加
合理多样化，适应更多人群。

可以说，共享运动仓的出现，确实解决了一部
分人群的健身“痛点”。专家指出，从消费市场来
看，共享健身房存在市场需求，但离满足专业运动
仍有一定距离。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共享运动仓可
以作为专业健身的有益补充。但要想改善体质，实
现减脂、增肌等目标，还是需要有系统的计划、专
业的指导、多元的项目。

从共享篮球到共享运动仓，“共享+运动”的概
念结出了更多的硕果。有关人士建议，全民健身应
拥抱“互联网＋”，以“共享”的理念为卖点，吸引
更多人参与运动健身。同时，政府也应当联合相关
企业，通过类似的共享产品，打造“城市 15分钟健
身圈”和“农村 5公里健身圈”，为百姓提供丰富的
公共体育服务。

扫码就能跑步健身 设施安全尚存不足

共享运动仓，靠谱不？
本报记者 刘 峣

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

……在共享经济先后“入侵”出行、娱

乐等领域后，健身运动也可以“共享”

了。

最近，在北京等地出现了供市民自

助健身的“共享运动仓”，只要花上几

块钱，就可以在运动仓里来一场“说跑

就跑的健身”。这种新奇的运动空间一

时间颇受关注，也引来不少质疑。“共

享运动仓”究竟是创新还是卖概念？

“共享+运动”能否成为健身的新选择？

“秉承开放、普惠的合作原则，
中国政府走出了卫生与健康合作的
创新之路，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建立
了纽带。联合国赞赏以人为本的

‘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日前，联
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在“一带
一路”暨“健康丝绸之路”高级别研讨
会期间接受专访时做出上述表示。

“我们所在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前
所未有的。全球不断扩大的贫富差
距、社交渠道多元化等时代新特点是
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传染病防控面临
的不容忽视的挑战。”西迪贝说，这也
就是为何中方倡导的“健康丝绸之
路”新合作范式呼应了时代之需，将
在包容性的基础上助力生存与发展
权再分配等全球关注的目标实现。

此次研讨会通过了《北京公报》，
提出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健康相关目标实现，促进“一带一
路”国家在重大传染性疾病的监测、
防控和应对以及突发事件卫生应急
方面的协调和合作。西迪贝对此予以
高度评价，称上述共识“展现出多领
域创新合作的愿景”。

在谈到中国遏制艾滋病的进展
时，西迪贝表示，“对于人口如此庞大
的一个国家来说，中国政府在遏制艾
滋病传播方面表现出的决心令人印
象深刻，尤其是在扩大检测范围、重
点人群诊治、抗艾疫苗研制方面”。

2016 年起，参与非洲疾控中心
等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被
纳入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议程。“把好
疾病防控‘源头关’，如果没有成熟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不可能的。
这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中国模
式’带来的经验。”西迪贝认为，中
国卫生服务基层诊疗体系、群众健
康教育以及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的创
新与完善有目共睹。数据显示，我
国城乡居民参保率稳定在 95％以
上，完善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用较少的
投入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西迪贝透露，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启发，未来
他将推动召开非洲国家领导人终结艾滋病“快速通道”行
动会议。“在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面
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一带一路’的精神会走向
世界，为惠及全球疾控合作提供中国典范。”西迪贝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者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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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北京市社会体
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日前
举行。来自北京市 21 个单
位的近 470名社会体育指导
员参赛。

大赛分为健身团队展示
比赛、技能展示比赛等环
节，项目涉及广场舞、太极
拳、柔力球、空竹、花棍、
舞龙舞狮、轮滑等。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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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罗兰） 日前，2017 年世界虫草论
坛在辽宁沈阳召开，来自美国、韩国、日本、泰
国、澳大利亚、伊朗以及中国等国内外 30余名虫草
专家、微生物学家为大会分享了虫草类真菌科学研
究新成果及产业化新进展。

虫草是我国宝贵的生物资源，因其拥有独特的
健康养生价值为人们所喜爱，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
野生虫草被采挖，资源枯竭、生态遭到破坏的问题。
近年来，科学家不断开展虫草的菌种培育工作。

虫草博物馆馆长、浙江泛亚生命科学研究院院
长李增智带领研究团队建立了完整的蝉花虫草科研
体系和平台，目前已能够实现蝉花虫草等 40多种虫
草的人工繁育。同时为了避免菌种退化，研究人员
还定期将蝉花虫草菌种送至野外繁育基地进行复壮
和野化。

据新华社电（记者庄北宁） 2017中国云南省缅
甸“光明行”活动近日在缅甸仰光一家眼科公益医院
启动，活动将再为200名缅甸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
术。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参赞杨守征说，“光明行”活动
旨在为缅甸失去视力的白内障患者擦亮心灵的窗户，
帮助他们修复同世界和他人交流的桥梁。相信这将为
增进中缅友好、深化两国“胞波”情谊编织新的纽带。

近年来，已有十多家中国医疗和慈善机构在缅
甸累计开展 27 次“光明行”义诊活动，为缅甸近
6000名患者成功实施白内障手术，为数千个缅甸家
庭重新点亮生活的希望。

“光明行”再赴缅甸送光明

全球专家研讨虫草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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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有位旧友约笔者一
聚。此友原在某网站当编辑，工
作甚忙，过得是“白加黑、五加
二”的生活。

终于见上面，笔者发觉此君
并无想象中那样颓废，精神状态
尚可，只是胳膊上多了一道触目
惊心的伤疤。细叙开来，他说已
经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现在调
到一个作息时间规律的部门。让
他下定决心做出改变的是两件事
故，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件
发生在同事身上。

自己的事故便是那伤疤的来
源。某日下了夜班，他骑车回
家，由于工作太过劳累，摔进一个
大坑，胳膊骨折，住院好几个月。
在此期间，他的一位同事也在夜
班期间晕倒在工作岗位，送医后
不久便因脑缺血过久而脑死亡。

惊骇之余，朋友深深意识到
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规
律生活、定期锻炼，自觉人精神
多了。

近年来，中青年白领因为加
班常态化导致身体长期处于亚健

康状态，已经是一个普遍事实。
弓满易折，弦紧易断。长时间维
持过高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
会让身体抵抗力不断下降，精神
状态和身体素质越来越差。

其实，大家的心里也充满无
奈。有时候并非无心运动、健康
饮食，根本就是忙得顾不上。因
此，中青年白领只能以“生存”
优先，用身体换金钱。好不容易
熬到休息时间，抱着零食以“葛
优躺”姿势瘫陷在沙发里，成了
最幸福的奢侈，“管不住嘴、迈
不开腿”，身体就从“本钱”变
成“负担”。

有人认为这是个人意志不够
坚定的表现。诚然，有些中青年健
身的意愿没那么强烈，即使去锻
炼也大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
于这些人，可以尝试鼓励、引导、
监督，帮助他们击败惰性。只要动
起来，总比“瘫”着好，别等疼痛猛
烈来袭时，才幡然醒悟。

然而，还有一部分人，虽然
已经行动起来，但效果不彰。很
多人空有想法而不知科学运动方

法，甚至空有毅力，挤出海绵般
的时间却在做无用功。对于这些
人，如何帮助他们把锻炼的积极
想法化作科学实践？

首先，教育医疗机构应加强
研究、重视对健康管理的宣传教
育和科普；其次，用人单位应对
员工尤其是中青年进行科学系统
且有针对性的指导，并尽量在办
公区域开辟方便舒适的锻炼和休
息区域；再次，政府要更好地发
挥作用，经费投入、政策鼓励、
立法监管等缺一不可。

再忙的人，只要稍微努努
力，就能跟上全民健身的步伐。
有效的健康管理和“压力山大”
的工作之间虽非通渠，也非天
堑。健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莫让身体从“本钱”变“负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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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运动仓内的跑步机和电视。
本报记者 刘 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