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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奋战，我送饭，

疫情面前太暖心！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陈泽宇

家门口提升百姓“健康值”
——东丽区打造社区“10分钟健身圈”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村民健身有了好去处
乡村新貌 本报记者 王音

“下了楼，玩玩健身器材，练练身体；坐在亭
廊，晒着太阳与老邻居唠唠家常，解解闷。这样
的日子过得很舒心，无忧无虑。健身园真是太
便民了。”时值隆冬，家住东丽区金桥街道仁欣
家园的王大爷“玩”得不亦乐乎，他笑着说：“咱
农民上了楼，生活品质也跟着上了好多个台阶，
以前的顾虑都是多余的。”
社区健身园在东丽区随处可见，有的甚至

提升改造为智能体育园，里面安装的智能化便
民健身器材，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的健身热情，东
丽区也由“15分钟健身圈”缩短为“10分钟健身
圈”，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

“10分钟健身圈”形成

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每天花上半个小
时做运动，身体就会更健康，精神面貌也会焕然
一新。但从农村搬到城区，人生地不熟，去哪里
运动？又去哪里唠嗑？这成了王大爷“上楼”前
的顾虑。
“咱农村人都习惯吃完饭散步，白天绕着村

边转一圈，看看树树草草，然后串串门，找老朋
友下下棋，除了消食就当健身。”王大爷直截了
当地说，当初搬家时，就愁住进新楼房后没个消
遣的地方。
家住金桥街道仁雅家园、已年过六旬的张

阿姨也有同样的顾虑。热爱健身的她以前是村
里秧歌队的主力，参加村秧歌队已有18个年
头。闲暇时，她就和“舞友们”在村文化广场跳
舞、健身。“都说城里小区活动空间小，找个跳舞
的地方都很难，不像咱村里，一个广场就能装下
全村人。”在“上楼”之前，张阿姨愁眉不展，“跳
个广场舞都担心扰民，真不知道搬入新家后的
日子怎么过。”
等到搬进新家，两位老人心里乐开了花儿，

顾虑全都消除了，他们不仅可以“推窗见绿”，还
可以“出门健身”。近日，记者走到仁雅家园20
号楼东侧的健身园，放眼望去，偌大的广场上，
健身器材和运动设施一应俱全。四周铺设了一
圈红色的塑胶步道，方便居民遛弯；健身园中央
设置了宽敞平坦的休闲区域，供居民散步、跳舞
和孩子玩耍。而健身园北侧则是一个亭廊，社
区定期会在此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平时居民们
在这里晒着太阳聊着天，其乐融融。
“小区内有这么个健身园太好了。功能齐

全，尤其在中间的广场跳舞很得劲儿。”说着，张
阿姨竖起了大拇指，“楼房里找到了村里的感

觉，居住环境比村里好太多了，现在我可舍不得
走了！”
健身举步可达、随时可享，极大地提升了居

民的“健康值”与幸福感。目前，东丽区共有健
身公园和广场12个、全民健身站点370个、社区
健身园430个，“10分钟健身圈”已然形成，东丽
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智能器材带来大健康

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运动健身的需要，东
丽区不断改善居民健身设施，在实现全民健身
设施动态全覆盖的同时，大力推动智能体育园
的建设。2021年，东丽区全区11个街道建成了
8个智能体育园、1个多功能运动场和1个乒乓
球运动场。
记者来到了金钟街道保利玫瑰湾，33号楼

前的休闲亭子附近有一个健身园，这是2021年
建设的一个智能体育园。园内新配建的二代智
能健身器材，不仅外观漂亮，而且锻炼起来比室
内健身房更简单、更智能，也更方便。
“过去小区的居民们想体验专业智能的健

身设施都得跑去健身房，花钱不说，还得跑老
远的路。现在小区里有了‘室外智能健身房’，
下了楼就能锻炼，政府真是给我们办了件实
事。”居民刘大爷一边健身一边笑着说，“现在是
疫情期间，人比较少，要是平常，设施特别抢手，
锻炼得排队。”
说着，刘大爷走上双位智能太空漫步机给

记者现场展示。他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机器旁
边的二维码后，立即传出了正确使用该器材的
语音提示。刘大爷慢跑1分钟后，手机上便显
示出了他的健身时间、次数和消耗卡路里等基
本情况。“这些器材不仅具备语音播报功能，我
们还可以通过器材上的显示屏实时掌握健身
数据。”
记者还发现，手机扫描进入智能云平台管

理系统后，锻炼者便与健身设施实现了人机交
互，除了查看自己的健身结果，还可以观看科学
的健身指导视频，进而精准便捷地掌握自身身
体状况，选择合适的健身方法。“器材均为太阳
能发电，每件器材都有灯光照明，晚上也可以锻
炼。”刘大爷指着棚顶高兴地说。
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因器材损坏对居民健身

产生的不利影响，更好地让居民在健身中充分释
放激情、收获健康和快乐，云平台还提供了一键
报修功能，省去了管理部门层层上报耗费的时
间，真正实现了“第一时间反馈、第一时间维修”。
相较于社区健身园，智能体育园主要体现

在健身器材智能化，另外就是配有塑胶慢道。
东丽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体育科科长王传锋介
绍：“一方面，智能化设施可以详细记录锻炼者
的健身数据，方便锻炼者自我管理；另一方面智
能健身园功能更加完备，基本可以满足居民各
方面的需要。”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运动健身

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必需品”，但公共活
动健身场所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王传锋介
绍，东丽区本着“群众要什么就建什么”的宗旨，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与各街道建立联动机制，
保证设备点位选址精准，确保建设质量和服务
质量，让居民在家门口安全、便捷地利用专业设
施开展健身活动，让民心工程真正落到实处。

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

举办全民健身大会武术、门球、健身操舞、
花毽等传统赛事30余项，武术、健身操舞等项
目位居全国高水平。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进一步
增加，每年参与全民健身受益群众10余万人
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率超过45%……
近年来，东丽区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和健康

中国战略，推动体育惠民工程走实、走深。在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东丽区提出将开展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实施“文化双百”工程，
办好文化艺术节、全民健身大会等品牌活动，巩
固全国武术之乡创建成果，新建提升90个社区
健身园、4个智能体育园，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
身模范区。
同时，还有更多的利好惠及东丽区居

民。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满
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健身需求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增强人民体质和健康水平，促进
全民健身工作迈向更高水平，“十四五”期
间，东丽区将继续加大基层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力度，扩大基层组织覆盖面，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提高运营
效率。到 2025 年，全民健身设施在“五个
一”基础上，力争达到 11 个文体活动中心，
20 个健身公园和广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5 平方米以上；力争社会体育组织达到25
个，实现居民健身会全覆盖；社会体育指导员
3850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达
到4名，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简便、快捷、高
质量的健身服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例超过48%。

“咱分批送，保证饭菜热乎。”
15日7时，静海区杨成庄乡董庄窠村，刘英

军和村民们一边在厨房忙活，一边念叨。
几天前，刘英军听说要进行全市全员核酸检

测，心里头也跟着着急，思来想去，打算跟父亲刘
焕堂一块儿去全员核酸检测现场当志愿者。一
边说着，俩人起身就要去村委会报名。临走时，
刘焕堂瞅着水桶里的冰疙瘩说：“这大冷天儿，人
们一忙起来可能都吃不上热乎饭。”刘英军听完
一拍大腿，“对啊，要不咱给大伙儿送饭得了！”
父子二人一拍即合，立刻联系上了杨成庄

乡负责全员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当得知需要
为800多名工作人员配餐时，刘英军主动提出，
要免费提供400多人的饭菜和水果。
说完就干，父子俩叫上亲戚朋友，一块儿买菜

买肉，跑了一天，终于备齐了各种食材。看着猪肉、
鸡蛋、萝卜、白菜摆满了客厅，俩人又犯起了难。
“当时俺们满打满算5个人，做400人的饭

怕来不及，就试着在董庄窠村微信群里发了条
消息，看有没有人愿意帮忙，没想到，大伙儿都
抢着报名。”刘英军说。
发完消息还没半分钟，刘英军的手机一个

劲儿地响。他拿起手机一看，群里报名的人数
已经排到了第18名。“一听到要支持防疫工作，
乡亲们的积极性都特别高。”
就这样，父子俩和乡亲们一共20多人，为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准备了暖心午饭。切
肉、炒菜、夹烧饼、准备水果……一上午的时间，
大家一刻都没有停歇。随着最后一个营养盒饭
制作完成，村民们赶紧把热气腾腾的午餐装入
保温盒，送到检测点。
中午，现场工作人员需要轮流吃饭，于是

村民们就分多次送餐，保证每位工作人员都能
吃上热乎饭。大伙儿一致表示，“疫情防控关
系到所有人的生活，咱老百姓也得干点儿力所
能及的事。”
这几天，刘英军和20多名村民送出了水

饺、牛肉烧饼、营养盒饭等爱心营养餐3000多
份，还为全乡所有点位的工作人员送去水果40
多箱，温暖着坚守在核酸检测点的每一个人。
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静海全区上下构

筑起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钢铁防线”。4300
多名教师走下讲台，奔赴全员核酸检测现场；
3700多名机关干部入列入队，下沉一线；1600
多名医护人员化身“抗疫勇士”；4000多名志愿
者穿梭在抗“疫”现场；1300多名公安干警全天
候值守……广大党员干部的付出，群众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送盒饭、送热水、送暖宝……大
情小爱汇成阵阵暖流，托举起无坚不摧的抗疫
合力。

多彩的防滑塑胶跑道、智能化的体质检测
设备、丰富的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运动
场地、宽敞的文化休闲广场……作为北辰区民
心工程之一的小淀体育文化公园经过7个多月
的建设正式亮相。开园一个多月以来，占地1.9
万平方米的小淀镇体育文化公园已经成为周边
村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运动前，请扫二维码，关注您本次运动情

况……”在公园里的“健身驿站”，前来健身的人
们根据提示音操作，很轻松地便能“玩转”智能健
身器。一位年轻的“健身达人”告诉记者：“要先在
手机里下载一个App，连上之后便能全程监测心
率、运动时间和消耗能量，还能控制灯光、听听音

乐，跟在健身房里一样。只要天气允许，我就愿意
到这儿来，在户外运动空气更好、更健康！”
年轻人青睐运动器械，老年人对体质检测

器更感兴趣。几位老人围在仪器前“研究”起
来，根据语音提示拿出手机扫码连接，身高、体
重、体脂等12项身体指标便在手机上一目了

然。“健身驿站”还配置了棋盘桌，很多老年人成
为了“常客”。尤其是冬天的午后，趁着阳光正
好，三五人相约在这儿“杀”上两盘棋、聊聊家
常，十分惬意。
绿色与智慧结合，文化与美感交融，小淀体

育文化公园里生活气息浓厚。公园整体布局为

“一环、两轴、四区”，“一环”即全长500米运动
跑道；“两轴”即两条景观轴线；“四区”即休闲
区、观赏区、娱乐区、运动区，可以满足老人、儿
童、青年等不同人群的需求。
漫步在公园里，合理分割的“动”“静”区域

让人们感受到这里既是充满了运动荷尔蒙的
体育乐园，也是能让人身心放松的幽静花园。
“动”区主要以运动场为活动空间，蜿蜒的小路
将运动场分割成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和
羽毛球场；“静”区以娱乐、观赏、休闲为主，草
木四季常青，三季有花，二季有果，每个季节都
给人不同的感受，为周边百姓的生活增添了一
抹生态亮色。

先是找识字的彝人，可他们的
问题如出一辙：你咋不去？难道你不
是彝族？要我去那个屙屎不生蛆的地
方，不如直接叫我出家当和尚！无奈
之下，只要识字的他都去找，可人家
的话一个比一个说得难听。也有那么
两个多说了两句，隐隐透露出那个意思，
可一听说每月只有100元，又都三缄其
口。李桂林不得已把视线放到村外，又把双
腿挪到外乡。闭门羹吃了一碗又一碗，李桂
林仍不甘心，发动亲戚朋友四处发布“寻人
启事”，可折腾来折腾去，终是一无所获。

暑热正在退去，暑假就要结束。坐
在自家小院核桃树下，李桂林却像坐
在一个火盆子上。眼看就要开学，亲口
应下的事八字还没一撇，他心里有一
只猫在不停伸爪子抓挠。

太阳落山时，一个身影出现在小
院门口。来人阿木什打，受阿木铁哈指
派来找李桂林要人。“新郎”娶亲来了，“新
娘”还不知在哪儿。李桂林知道，这顶“大花
轿”，只有自己上了。

听说李桂林要随阿木什打去二坪，
刚刚还忙着为客人递烟上茶的李洪云脸
色一下垮了下来。他把李桂林叫到屋外，
一句话亮明态度：不行，说上天去也不行。

但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总不能说话
不算数。李桂林本想再说一句，你以为
我愿意啊，当初没管住嘴巴，这会儿也
后悔得要死。但这次他管住了嘴巴。

就说我不同意！李洪云想了想说。
我也不是三岁娃娃，拿你当挡箭

牌，不合适。一边这么说，李桂林一边想，
人再怎么窘迫，还是要给面子一个搁处。

豆芽长到天还是下饭菜，你活到100岁
还是老子的儿！父亲声音往高处抬得很快。
争下去不仅于事无补，闹不好还会父子反
目。李桂林沉吟半晌，依了父亲：就按你的
意思吧。不过以后要是有人说我们李家信
用不好，这口黑锅你得自己背着。

李桂林使的是缓兵之计。第二天，黑咕
隆咚中，他和阿木什打偷偷摸摸出了门。

陆建芬两天前去了娘家，李桂林知道，
无论如何，必须给老婆打声招呼。从万里村
到贾托村，先要翻过一道梁，再要越过一道
沟，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越是靠近贾托村，
李桂林越感到呼吸急促——从小到大，这
是他第一次以逃跑的方式离家出走。李桂
林一大早出现眼前，陆建芬知道有大事
发生。果然，听说他要去二坪当代课老师，
陆建芬急得泪潸潸、汗涔涔。

只是去看看，不行我就回来。李桂林
不敢多说，他怕说多了两条腿不听使唤。

离开贾托时，李桂林没有回头。没有
回头，李桂林仍看得清楚，陆建芬木讷讷
站着，两行泪流成了河。

从贾托走到乌斯河已是日上三竿。
从乌斯河走到雪区，又是一个半小时。

9 “大花轿”自己上

近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文
博专家、收藏家和宜兴紫砂艺人一
起投入紫砂壶的研究工作中，解决
了很多有关紫砂壶史和紫砂壶工艺
的疑难问题，一门“紫砂学”逐渐成
熟。然而，截至目前，专家们对于
名家署款的紫砂壶尚未能提出十分科
学的鉴别标准，在此方面仍然处于探索
阶段，影响了紫砂壶整体研究水平质的
提高。这样的研究水平与瓷器特别是官
窑瓷器的研究水平相比，差距比较明
显。缺少科学、系统的鉴定理论的指导，
是紫砂壶鉴定工作的又一个不利因素。

紫砂壶科学鉴定较难的第四个原
因是，历史上出现过大规模的高手仿古
活动，高仿品很多。民国初年，上海的
一些古董商人重金延聘宜兴制壶高手，
不惜成本，不计时间，精心仿制历代名
家作品。裴石民、顾景舟、王寅春等高
手都是当时古董商的座上客。这批仿
品均源于名家旧器实物，制作水平很
高，在工艺上甚至还有超过原作的地
方。若不谈历史价值，其艺术上的成就
则是应当肯定的。就是现在一些博物
馆收藏的名家名壶，或者已被社会公认
的原作真品中，是否就有当时出炉的精
美的仿制品，也是值得认真考
察的。约百年前制作的这批
高仿品大量遗存至今，又给紫
砂壶鉴定工作带来一大困难。

正是由于紫砂壶在常规
鉴定上存在诸多困难，因此不

能仅仅从微观角度认定其价值，而是要重
点研究它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品位，通过宏
观把握积累鉴赏经验，在实践中得到最接
近真理的结论。既要认准每一个部件，又
能在大的方面、整体气息上感觉对头，做到
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地鉴赏，优秀的紫砂
壶收藏家往往具备这样的本领。从宏观上
把握，就是从本质上把握，而善于在宏观上
准确把握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尤为难得。一
把壶，拿到眼前仔细鉴别，所有的部件、所
有的具体方面几乎都没有问题，但它却是
赝品，因为“没有问题”的都是现象；反之，
一把壶，整体气息上感觉对头，即使在某个
具体方面对不上号，它也不一定是赝品。
对紫砂壶价值的鉴定，涉及文物艺

术品“鉴”与“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
为，鉴定是手段，欣赏是目的，鉴与赏是
不可分割的。只有会鉴定，分出真伪优
劣档次，才有欣赏乐趣。无收藏知识，就
谈不上鉴定，更不会有收藏者获取猎物

后的享受。还有一种观点认
为，鉴与赏是认定文物艺术品
价值的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
两个方面：鉴是鉴别文物艺术
品的真伪、优劣，赏则是对文物
艺术品的把玩、赏析。

93紫砂壶的“鉴”与“赏”
第二天，宝明陪着李广清和柳

云芳去县民政局办好结婚手续，俩人
美得得意忘形，竟然当着宝明的面抱
在一起。宝明呵呵一笑，开车回村。

一进村，碰见双庆从他堂嫂家
出来。这几天，双庆总是偷着去堂嫂
家看那个于大柱，还拍了照片，对着镜子
比对，寻找与自己相像的地方。有时候就
想象自己两个儿子的日子，想象爹看见
俩孙子的高兴劲儿。但又不时地想起陈
晓敏，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
的骨血。可他又想到那个于大柱，他心情
很复杂，脸上就挂着阴郁的表情。

宝明刚要说话，李会计来电话说
有事找他，就转身离去。双庆也是刚看
过小孩儿，就急匆匆赶到小酒馆，想看
看陈晓敏的肚子怎样了。双庆不知道
陈晓敏的心思，她在村里彻底地抬不
起头来了。眼见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她
整天以泪洗面，双庆也不来安慰她，她
越想越伤心，就放声哭了起来。哭了一
会儿，双庆来了，她没说话，只用哭红
的眼睛看着双庆。双庆说，要不把孩子
做掉吧。听了这话，陈晓敏心里咯噔一
下，自己和丈夫结婚几年没生孩子，她
是多么渴望生孩子当妈妈啊，可双庆
却让她做掉，这让她难以接受。她在心
里骂双庆，无耻！无能！同时自己也陷
入了难以解脱的痛苦之中。好半天，陈
晓敏才抽抽搭搭地哭诉，你看看我那
门口，我都不敢进那个家了。

双庆紧紧搂住陈晓敏，他心里很清

楚，陈晓敏这些天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不
知怎么安慰她，就用手拍打陈晓敏的后背，
陈晓敏喃喃地说，我怕坚持不住啦。双庆，
你快想办法帮帮我。双庆眉头紧锁，嘴里答
应着，心里也在翻腾，他既想尽快帮陈晓敏
解脱，却又纠结，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好办
法。过了好半天，双庆说，我不想骗你，我心
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别怪我，好吗？

陈晓敏紧盯着双庆，好，我不怪你，你说
吧。双庆又是歪脑袋，又是撮牙花。陈晓敏催
他，你倒是说啊，真不是男子汉，不爽快。双庆
嗫嚅着说，我心里惦记着梦花那个孩子，万
一他要真是我的骨血，那可就对不起孩子。

陈晓敏瞪大了眼睛，原来你想的是这
个啊？她抹着眼泪说，双庆，我好几夜都没
睡觉了，本来不想跟你说，既然你这样想，
我也跟你摊牌。说实话，我舍不得肚子里的
孩子，但你如果不跟我结婚，我就没脸在楼
村呆下去了。双庆不说话。陈晓敏痛苦万分，
把嘴唇咬得发紫，狠劲儿地说，双庆，我不让
你为难！然后，又补一句，真不是汉子，敢作不
敢当。然后抹把泪，决绝地扭头愤然而去。

第二天中午，双庆想了一夜的话，要
安慰陈晓敏，谁知陈晓敏却不见了。打电
话，关机。再打，还是关机。双庆冒出一个
念头：陈晓敏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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