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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们生活中的普遍命题。它涉及一系列衡量的维度：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吃得安全、活得开心，身体健壮、内心充实……一个人的健康，需
要很多人的守护，也离不开自我的参与。

在守护他人健康和追求自我健康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个人
的故事与社会、时代交织，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图景。健康中国的理念，随着这
一个个动人故事，走进人心，甚至飘向海外。

即日起，本报推出“我的健康故事”栏目，讲述健康中国的点滴实践。我
们也邀请海内外的读者，在这里一同分享自己的健康故事。

冬日，北京体育大学。刚吃过午
饭的陈中，又匆匆赶去参加学生活
动。坐下来接受采访时，窗外的校园
已进入午后的静谧。

在北京体育大学，不难找寻陈中
的“踪影”：她的脚印，留在学校的

“冠军之路”上；她的签名，出现在
学生的跆拳道服上……而现在的工作
——团委副书记，更让陈中与体育和
学生的关系密不可分。

幸运背后

“在运动生涯的不同时期，总有
一些特别的感受，毕竟自己经历了3
届奥运会。每个时刻都让人惊心动
魄，每个时刻都让人接近崩溃。”讲
出“崩溃”两字，陈中笑了。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不满 18 岁
的陈中一战成名。在女子 67 公斤以
上级决赛中，她为中国赢得了首枚跆
拳道奥运金牌，这也是跆拳道项目进
入奥运会后的第一枚金牌。

回首过去，陈中用“幸运”形容
这枚金牌。“跆拳道当时在中国还是
一个冷门项目。我从篮球踏入跆拳
道、进入奥运会，如果没有教练的肯
定和国家的支持，也不会有这样的幸
运。”

1995 年，在业余体校打篮球的
陈中被恩师陈立人选中，进入北京体
育大学竞技体校练习跆拳道。没有专
业教练、没有专用场地设施，陈中就
这样随中国跆拳道一起，从零开始，
白手起家。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缩短与高水平
国家的差距，陈中与队友经历了魔鬼
般的训练。各省队最好的男选手成为
她们的陪练、每天从早上8点练到晚
上六七点……“过去的好多事情，其
实都不愿意想了，真的太苦了。”如
今，陈中已很少谈论当年训练和比赛

的细节，但在 10 年前，她曾在采访
中说，那段时间“练得都想跳楼”。

“虽然跆拳道是个人项目，但为
了 这 个 冠 军 ， 背 后 付 出 的 人 太 多
了。”陈中说。

相信幸福

赛场内外的福祸与冷暖，是体育
带给陈中的启迪。她说，到兄弟院校
与学生交流时，她讲课的题目就叫

“相信幸福”。
悉尼奥运会后，陈中遭遇严重伤

病——膝关节后交叉韧带断裂。1年
后的亚运会上，打着封闭上阵的陈中
获得亚军。对于奥运冠军来说，此时
的银牌就意味着失败。

“亚运会后，我遭遇了很多冷
眼，毕竟在体育界里，成王败寇的规
则是最直接的。”

在教练的鼓励下，陈中带伤坚持
训练。“如果站着踢不动了，就躺在
地上踢。在雅典奥运会前，我的训练
方法和全世界所有的运动员都不同。”

因祸得福。因为右腿受伤，陈中
的训练主要集中在左腿和打拳上，这
反而弥补了她的弱点。2004 年的雅
典，技术全面的陈中一路奏凯，轻松
卫冕，登上了职业生涯的顶峰。

2008 年，第三次参加奥运的陈
中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倒数第三
棒火炬手。然而，命运似乎又和她开
了个玩笑。1/4决赛时，陈中在赛后
遭遇改判，无缘奥运三连冠。得知结
果后，陈中哭了。

“当时特别沮丧，觉得无颜面对
来看我比赛的人。”陈中说。经历过
失败的洗礼后，她重新调整了自己，
并最终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用阳光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人
和事，阳光将会越来越亮。”陈中
说，经历过痛苦和失败后才发现，很

多事情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忘掉失
败，重新站起来，成功还会再来，这
是体育告诉自己的道理。

1996年，刚刚练了1年跆拳道的
陈中就拿下了全国冠军。比赛后，陈
立人教练却严厉地拍着桌子教她“做
人”——在得意的时候，要把头低下
来；在失意的时候，要把头扬起来做
人。

“教练的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
的人生。”陈中说。

理解体育

回归校园，当年的奥运冠军成了
“陈老师”。学校里，许多学生亲切地
叫她“老大”。说起学生来，陈中又
笑了——“我在他们面前可能永远不
会像一个老师一样。”

2009 年离开赛场后，陈中选择
回到母校工作。“我是从北体成长起
来的，这里是把我培养成冠军的地
方。”陈中说，与运动队的成长环境
不同，在大学里，无论是学习还是运
动上的收获都很大。

退役后，陈中曾到美国印第安纳
大学进修1年。作为中国大学培养出
的第一个奥运冠军，她想了解大学能
够为运动员提供哪些帮助，如何让运
动员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竞技成绩。

“当我在团委工作后才认识到，
这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要想让运
动员有更多的知识，就要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体育、理解体育，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慢慢成为优秀的大学生运动
员。”

如今，陈中在新的人生赛场上实
践着自己的理想。她在学校组织“奥
运明星巡讲”，让奥运会冠军的经历
给学生带来体育的正能量；寒暑假期
间，她与学生到贫困山区、革命老
区，为当地民众提供科学训练辅导；

北京冬奥筹办正酣，她打算通过志愿
服务，让更多的人熟悉和了解冰雪项
目……

“我希望让学生看到体育的拼
搏、忍耐、克己。”陈中说，“作为运
动员，最大的优势在于忠诚和坚定。
我传递给青年人的理念是，一定要有
大局观，知道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

塑造价值

在北京体育大学，跆拳道一直
是最受学生喜爱的课程之一。与此
相称的是，自 2000 年以来的每届奥
运会，中国跆拳道都有金牌斩获。
从 陈 中 、 吴 静 钰 ， 到 郑 姝 音 、 赵
帅，跆拳道运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持续提升。

“我记得2000年奥运会后，发现
全国的跆拳道馆都有上万家了，各个
省市也开始寻找好苗子。这对于跆拳
道的发展确实有很大帮助。”陈中说。

在全民健身的大潮下，陈中希望
跆拳道成为大众喜爱和参与的项目。

“从内来说，跆拳道注重礼节，能够
给人以教育。从外来说，跆拳道有拳
法、腿法，是一个锻炼四肢的项目。
在更高的层次上，跆拳道又是一个智
力的项目，考验运动员的战术选择。”

在工作的过程中，陈中对于全民
健身也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有一次我到边远山区参加阳光
体育志愿服务，和学校的小朋友一
起打篮球，发现那里的孩子非常热
爱体育。我想，如果有正规的老师
辅导，他们当中也许会诞生姚明那
样的明星。这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
参与和推动，让更多的孩子们有所
收获。”

如今，在陈中的“怂恿”下，8岁的
大儿子也练起了篮球。每次孩子打退
堂鼓时，陈中总是用自己的经历来鼓

励他——“你看，妈妈为了拿冠军腿都
练断了，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成功。”

在很多人看来，经历了艰苦的运
动生涯，或许不该让自己的孩子再

“吃一遍苦”，陈中却觉得，体育带给
人的改变是最宝贵的。

“我小时候是一个没有理想的
人，最大的愿望是像妈妈一样当一个
工人。但从事体育后，我的价值观有
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一定要拼搏、
努力。”陈中说，“体育让我变了，这
才是最健康的。”

陈中：被体育改变的人生
本报记者 刘 峣

80 多岁的肖大爷站在球台前，
斜背的挎包里盛着两个乒乓球拍——
那是他的宝贝。这天下午，他和球友
又来到了球场。奈何风有些大，背包
里的球拍就一直没拿出来。虽然打不
了球，肖大爷还是流连在球场，和球
友交流着自己大战上百回合的事迹。

这是近日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晨
光家园社区的一幕。在这里，新建的
乒乓球长廊、棋苑等健身场地，成为
附近居民健身的好去处。

“下了楼就能打球，的确方便多
了。”肖大爷说。

打造“一刻钟健身圈”

在朝阳区甘露园中里社区的笼式
足球场，附近的足球爱好者正在激
战。过去，这里的环境很差，堆满了
垃圾，到了夏天气味刺鼻，不仅污染
环境，还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经
过逐步改造，垃圾少了，足球场和篮
球场上运动的人群多了。

这些场地设施是北京市近年来大
力建设群众身边健身场地的缩影。
2017 年，北京市体育局围绕疏解非
首都功能这一中心工作，在疏解腾退
空间的使用与管理上下工夫，努力把
腾退空间变成服务群众的公共体育设
施，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身硬件
条件。

据北京市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介

绍，2017 年，北京市完成了在群众
身边建设509片专项体育活动场地的
工作，包括新建 55 个篮球场、12 个
网球场、31 片多功能球场、48 片乒
乓球场、19 片门球场、344 片棋苑。
在市财政局的支持下，北京计划在
2018年建设700余片群众身边的专项
活动场地设施，打造“一刻钟健身
圈”。

在加大建设力度的同时，北京也
在场地设施的精细化管理和信息化服
务上创新。部分新建的专项活动场地

入口处配有指示牌，上面标明运营管
理、维修服务等责任单位、负责人姓
名、联系方式等信息，市民还可以通
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入用户界面，
实现一键式服务查询、使用指南、健身
指导、硬件报修、意见建议等操作。

健身活动丰富多彩

汇聚全民健身的力量，既需要硬
件设施的建设，也离不开各类活动的
开展。

2017 年，北京市全民健身赛事
遍地开花。全民健身体育节、十大
国际品牌赛事、北京市体育大会、
公园半程马拉松等市级品牌项目参
与广泛；大众足球赛、市民篮球
赛、农民篮球赛、市民业余排球赛
等以三大球为主的群众性赛事活动
比较活跃；线上马拉松、线上百万
群众健康走跑等活动与时俱进；在
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北京市共有近
千名体育爱好者报名参加了全部群
众比赛项目的预赛。据介绍，下一
步北京市将在市运会中加入群众比
赛项目，进一步激发百姓的运动积
极性。

为了助力 2022 年冬奥会，北京
市还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积极宣
传冬奥会及冰雪知识，增加冰雪运
动参与人数。

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的
第三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中，北京
市组织多项群众性冰雪活动和冰雪公
益体验课，组织冰雪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184次。2017年，北京市新建了
1 片室外制冷冰场和 2 片室外简易冰
场，还积极联合冰雪俱乐部、企业、
协 会 等 社 会 力 量 ， 启 动 了 2017—
2018 年市民快乐冰雪季和大众冰雪
北京公开赛，举办滑冰、滑雪公益体
验课系列活动，开展市民互动体验，
并组建群众冰雪运动科学健身指导讲
师团。

“垃圾场”升级足球场 小区里建起乒球台

北京今年将建700片健身场地
本报记者 刘 峣

扫描二维码观看采访视频

图为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中里社区居民在笼式足球场内运动。

最近有篇文章在朋友圈里刷了
屏，说出了当下一个令人深思的社
会现象——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因
为疏于教导，好吃懒做、不求上
进。很多人深思，“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的优良传统去哪儿了？

孩子身上出了问题，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成年人的过失，反映的是家庭
教育问题。无论家境优劣，父母对子

女的教育，总要遵循基本规律。比如
对待金钱，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态
度，就容易挥霍无度、虚荣攀比。

有的年轻人，虽然家境一般，却
不顾实际消费能力，盲目借下高利贷
去买昂贵的手机、化妆品，甚至只是
为了给喜欢的网络主播“打赏”，为此
不惜把在外辛苦打工的父母都拖下
水。这些事在让人惊愕、感慨、不解之
余，更给我们提了醒，父母从小应给
孩子正确的价值引导，这和给孩子一
个健康的身体一样重要。

很多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内
心对孩子普遍存在亏欠感，于是试
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给一些金
钱补偿。“家境越苦，越不能苦孩
子”“只要孩子成绩好，其他的都满
足”……抱着这样的想法，对孩子
顺从纵容，让他们因此习惯伸手讨
要，缺乏感恩心理，失去了健康的
成长和理性的思考。

如今，农民工庞大的群体数

量，让这一问题逐渐转为社会现
象。民政部门几年前的统计，每年
夫妻双方共同外出谋业的超过 3300
万对，由此造成将近7500万儿童留
守家乡。而亲人之间距离的疏远必
然导致家庭教育缺失。有资料显
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
57.14%。这很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社
会群体健康，不能不引起重视。

有公司人事部门主管曾向笔者感
慨，现在雇佣年轻人不敢挑“农民工二
代”，做事没有责任心，动不动就不打招
呼离职，隔三差五要求涨工资，让人很
是头疼。一个群体，一旦被人贴上了这
样的标签，阶层的流动性空间将被大
大压缩，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因此，在呼吁父母多花时间和精
力进行家庭教育的同时，全社会也应
该多投入资源，倡导家教、家风建设。
对有困难的群体，政府和社会公益组
织等应创造条件改善其境遇，帮他们
承担一部分教育子女的责任。

别让“富贵病”
害了下一代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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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在雅典奥运会比赛中陈中在雅典奥运会比赛中。。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陈中在领奖台上陈中在领奖台上。。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