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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易学 强身健体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经常性参与
广场舞运动的爱好者已经超过一亿人次。
今年全运会期间，广场舞与太极、龙舟、
舞龙等群众体育项目一起，登上了全国运
动会的舞台。去年，国务院颁布 《全民健
身计划 （2016—2020 年）》，也将广场舞
列为重点推介的健身运动项目。

“广场舞动作简单、好学，很容易掌
握。大家一起跳，不管跳得好坏，都很快
乐。”王怡说，刚开始学跳舞时，有些动
作还不太到位，可几支舞学下来，很快就
掌握了舞步和要领。

甘肃省定西市教师水东明，跳锅庄舞
已经一年有余。他说：“平时备课上课很
忙，但是在下班闲暇之余就喜欢来广场上
跳跳锅庄，大家也都认识，气氛很好。”

广场舞融入了各种舞蹈元素，没有统
一的姿势和标准，根据音乐自由编排。因
为没有条件和标准约束，既能健身强体又
能陶冶情操，逐渐跨越了城乡界限和年龄
界限。简单易学、强身健体、自由欢乐、
结识朋友……诸多优点，让广场舞运动在
中国茁壮成长。

中老年人是广场舞的主力人群。“以
前没有这么方便的时间和条件，虽然喜欢
跳舞，但没有合适的平台。现在有了广场
舞这块大招牌，喜欢跳舞和运动的中老年

人有了参与的机会。”王怡说。
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何文义说：“广场舞对于老年人来说
是最安全的健身方式。随着中国进入老龄
化社会，全国有 2 亿多老年人。通过跳广
场舞能够强健身体，少去医院，广场舞对
于中老年人绝对是一个好事情。”

专家认为，广场舞在中国流行，得益
于它的串烧、自娱自乐和广泛适应性。广
场舞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同时看到健身
操、民族舞、交谊舞等许多舞蹈的影子，
具有门派、形式、风格多种多样的特点，
如西北的豪迈、南方的妩媚、江浙的精致
等。假以时日，广场舞可能衍生出新的竞
技体育项目和非物质文化潮流。

改变生活 和谐社会

在参加今年全运会广场舞比赛的队伍
中，有一支叫做“生命之光”的广场舞
队。这支特殊的队伍中，所有的成员都是
癌症患者。

舞蹈团团长赵变生说，一开始大家是
为了抱团取暖、群体抗癌，但时间长了都
深深爱上了广场舞。队员杜玉茹说：“我
们要把精神面貌展示给更多的人看。让大
伙儿都看看我们，得这种病的人还生活得
这么阳光。”

广场舞改变生活，并不是一句大话。
向“生命之光”队员们一样，很多广场舞

运动的参与者，也从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与意义。当冷漠和疏离成为社会隐忧，广
场舞让人们走出高楼深院，来到广场公
园，一起运动、互相交流，这一自娱性与
社会性完美兼顾的健身活动，对构建和谐
社会、增强社区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怡说，自从跳了广场舞，身体比以
前健康，生活也更丰富。“我们这个年
纪，以前也就是在家里帮忙看看孙子。现
在有了广场舞，既有了自己的时间，也多
了很多跟老朋友交流的机会。”

有观点认为，广场舞为中老年人提供
了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在精神层面也为
这部分人群弥补了年轻时的一大遗憾，这
样 一 种 随 着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 失 而 复
得”，对这部分中老年人来说便显得愈发
珍贵。

兰州文理学院体育系副教授张玉萍
说：“广场舞是音乐、舞蹈、体操的结合
体，是‘舞蹈体育化’的最佳表现，它能
够把快乐带给家庭，因此它对和谐家庭和
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立规范 健康发展

随着广场舞规模的扩大，广场舞也引
发了不少争议和冲突。全国各地广场舞扰
民及场地争夺问题频出，噪音扰民、争占
场地甚至大打出手等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这让拥有雄厚群众基础的广场舞面临着矛

盾的生存现状。
“其实，大部分跳广场舞的人还是有

素质的，大家也不希望广场舞和扰民、占
场地画上等号。”王怡说，希望广场舞为
社会带去更多的欢乐和美好，而不是困扰
和隐忧。

天津全运会组委会群工部网络竞赛处
副处长于桐此前曾表示，广场舞引发的争
议并不是项目本身的问题。任何赛事活动
如果不能与参与者、周围环境和谐共处，
都可能引发问题。

面对愈发高涨的广场舞热情，为参与
者提供充足的健身场所和充分的保障是
必要的前提。但对广场舞自身而言，也
应尽早建立项目规范，形成行业自律，
催生更多规范化运营的俱乐部诞生，这
才是让这项运动能获得更多人喜爱和支
持的关键。

专家认为，广场舞运动目前仍缺少有
号召力的行业组织和业务指导服务，绝大
多数广场舞爱好者仍停留在“自治”阶
段，既无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相关的规范
和规划。这造成一旦广场舞有什么事情，
会出现互相推诿、无人管理的窘境。

江苏省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会长贺珍
珠说，搞好广场舞不仅是体育和健身问
题，“如果引导得当，广场舞完全能成为
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而不是社会矛盾的导
火索，只有这样广场舞才能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欢迎和支持。”

9 月 2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表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
人权进步》 白皮书。这是中国第
一部反映健康人权进展状况的白
皮书，展现了中国政府提升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医疗卫生服
务质量、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
系、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等方面的

“中国方案”。
健康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

的基本条件。健康权是一项包容
广泛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
地生活的基本保证，人人有权享
有公平可及的最高健康标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
始终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把提
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实现人人得
享健康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从
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实施“面向工
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工
作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
生运动，到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
药品生产流通市场，明确了“以
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
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
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
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再到 2009 年
启动实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提出建立公共卫生、医疗服
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四大
体系”和医药卫生管理、运行、
投入、价格、监管、科技和人
才、信息、法制“八项支撑”，中
国人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卫生与健康服务，健康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目前，中国已经编织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
疗保障网，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网络，全民身体素质、健康素养持续增强，人均预
期寿命从 1981 年的 67.9 岁提高到 2016 年的 76.5 岁，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中国健康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凸显了中
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优势和活力。在这个
过程中，党和政府的统筹协调、科学谋划作用起到
决定性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将健康中国
提升为国家战略，还是制定 《“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抑或是将医疗卫生服务、食品安全保障、
全民体育发展等任务目标纳入“大健康”概念统筹
谋划，无不体现出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全民健康事
业的高度重视。

面对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国政府更是坚持
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啃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统筹
城乡医疗卫生资源一体化发展等“硬骨头”；通过建
立全民医保、推进家庭医生制度、打造医联体等，
全体人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

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参与医疗卫生国际规则体
系建设，积极开展对外医疗援助和全球应急处置。已累
计向69个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治疗患者2.8亿
人次，力所能及地参与全球范围内健康与人权发展。

面对约占世界 1/6 人口
对“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的新期盼，面对人类健
康事业发展进程中可能面对
的诸多“暗礁”，中国将再
接再厉，立足国情，深化医
改，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向纵
深发展。只要坚定信心，

“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就
一定能够实现。

【解码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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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秋意渐浓的北京
已经有了些许寒意，但秋风阻挡
不了广场舞爱好者的脚步。刚吃
过晚饭，王怡就离家来到了附近
的公园。音乐响起，舞会开始
了。

对于像王怡一样的广场舞爱
好者来说，跳舞已然成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健身活动。广场舞，
这项发源于基层民众的全民健身
运动，近年来迅速风靡城乡，成
为极富中国特色的体育活动。热
情的“广场舞大妈”，甚至把舞
步跳向了海外，其火爆程度可见
一斑。

广场舞的魅力何在？为何能
够获得如此多的拥趸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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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养生游受青睐

“十一”前夕，82 岁的靳桂华老人离
开北京，来到桂林夕阳红养老中心，打算
住上几个月。“桂林这个季节气候好，空
气好，我这几年每年都来。”靳桂华说。

桂林夕阳红养老中心负责人黄华雄
介绍，养老中心有 800张床位，入住率
超过90％，有一半以上入住者是来自外
地的“候鸟式”养老人群。

黄华雄说，老人们能够安心住下
来，得益于医养结合的模式。养老中心
配备了脑电图、心电图等较齐全的设
备，还可以开展针灸、艾灸等康复理
疗，做到了“小毛病不用去大医院”。

养生疗养旅游不仅是老年人的专
利，很多年轻人也加入其中。来自广州
的白领杨深已经在桂林崇华中医街住了
近一个月，在游览山水的同时，定期到
瑶医馆接受理疗。

崇华中医街是桂林近年来打造的养
生旅游代表项目之一，群山环绕的山谷
中，近 800米的街道两侧汇聚了众多医
师和医馆，游客在这里可以接受壮医、
侗医等传统中医药理疗治疗。

中医街上的辰善医馆馆长陈辰旺告
诉记者，中医养生游方兴未艾，他每天都
要接待很多批游客，有的不远千里慕名
来治疗，有的则是参观学习养生知识。

旅行锻炼两不误

“带着孩子边玩边参加体育比赛，
既 锻 炼 了 身 体 ， 又 让 孩 子 开 阔 了 视
野。”来自广西南宁的彭宇良说，“十
一”期间，他和爱人带着 4岁半的孩子
到桂林参加儿童平衡车比赛，比赛结束
后，他们顺便去龙脊梯田等景点观光。

“80 后”创业青年杨久钧看好体育
旅游的发展前景，3年前，他和几位伙
伴从北京回到桂林，创办了一家骑行俱

乐部，致力于推广骑行运动。目前俱乐
部已举办环漓江等 8场成人赛和多场儿
童平衡车大赛，吸引上万人参与。

“骑行将游览山水和锻炼身体完美
结合，深受游客欢迎。”杨久钧说，他
们计划以骑行为载体，让游客以健康环
保的方式领略桂林山水。

近年来，到阳朔的游客旅游方式也
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北京上大学的王佳
可除了乘船游览漓江、逛西街、漂流遇
龙河之外，还在阳朔体验了一把攀岩。

阳朔攀岩协会的张勇介绍，阳朔是中
国攀岩运动的发源地，目前有近千条攀岩
线路，最初只有中外爱好者在此攀岩，近
年来越来越多普通游客也来体验，协会下
属的17家俱乐部专门开设了青少年攀岩
夏令营，今年已经接待了3万多游客。

健康旅游选项多

为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健康旅游需

求，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委近日全面启
动第一批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天津健康产业园、广西桂林市、海南三
亚市等13家单位名列其中。

桂林市委书记赵乐秦说，桂林正依
托山水、人文、生态等特色资源和旅游
平台，以医疗机构、疗休养机构、健康
管理机构、康复护理机构等为载体，重
点开发高端医疗、特色专科、中医民族
医保健、康复疗养、医养结合、运动休
闲、休闲养生等系列健康旅游产品，打
造健康旅游产业链。

走进漓江边的桂林雁山区草坪回族
乡，白墙青瓦、坡屋顶、马头墙组成的
桂北特色民居处处可见，新修建的沿江
绿道吸引大量游客骑行或徒步。草坪回
族乡副乡长莫锦锋说，当地正在打造集
生态农业、休闲养生等于一体的健康旅
游主题小镇，到草坪的游客今后将有更
加多样的选择。

（据新华社电 记者唐荣桂 何 伟）

中秋节晚上，在桂林漓江逍遥湖休闲养生景区，来自国
内外的游客在体验山地运动、丛林探险后，露营湖边，欣赏
皓月当空……桂林是全国第一批13个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之
一，“十一”黄金周，除了传统的观光游，健康旅游开始进
入大众的视野，养老旅游、休闲养生游、体育旅游等成为今
年“十一”旅游市场的新宠。

近日，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的
近百名足球小将齐聚乌鲁木齐市 121小学，参加“2017·
三一公益足球精英赛”，享受公益足球之旅。

图为小队员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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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名游泳
爱好者齐聚广西柳江畅游。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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