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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遍中国”线上马拉松跑进江西
李 征 本报记者 钟端浪

美发师、厨师摇身变教练 男教练认十几个学员当“干姐姐”

健身房乱象何时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马晓媛 刘扬涛 高剑飞

创新“线上+线下”融合的赛事模式，
吸引众多人群参与跑步健身活动，引领全
民健身，助力全民健康。4月 11日，“跑遍
中国·多彩江西”线上马拉松系列赛江西赛
区发布会暨“跑遍中国·跑进铜鼓”2021红
色铜鼓线上马拉松线下起跑仪式在宜春市
铜鼓县举行，由奥运冠军彭勃领跑。

铜鼓站作为“跑遍中国·多彩江西”线
上马拉松系列赛江西赛区首发站和主会
场，江西省11个设区市作为分会场。在疫
情常态化防疫阶段，此次活动采用云直播
的方式，主会场的领跑嘉宾、1300 名长跑
运动爱好者和分会场的跑友们借助“数字
心动”APP同时开跑，为“跑遍中国·跑进铜
鼓”2021红色铜鼓线上马拉松助力。

“跑遍中国”比赛规则设置的目标是，
利用互联网+体育的玩法，吸引众多人群
参与跑步健身活动。“跑遍中国”组委会副
主任许斌向记者介绍，在“数字心动”APP
上报名成功后参与比赛，通过APP计步器
可以记录每个跑者的速度、配速、距离和成
绩。“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报名参
赛，参赛者不用集中到铜鼓来参赛。成绩
会自动生成到中国田径协会数据库并被记
录，这就是线上线下结合的
特点。”许斌说。

近年来，铜鼓经济社会
发展迅速，生态环境优美。
走进铜鼓，这里有秋收起义铜
鼓纪念馆、萧家祠、排埠万寿

宫等红色革命旧址，还有被誉为“南方红豆
杉之乡”的红豆杉森林公园、汤里文化旅游
度假区等景区，此次活动以“体育+旅游”的
方式推介铜鼓，为铜鼓注入新的活力。

虽然下着雨，可是参赛运动员们热情
不减，奋力地奔跑着。此次线下起跑活动
考虑赛道风景、赛道专业性、交通便利性等
因素，选取了“铜鼓广场——永宁镇坪田
村”路段作为此次比赛的路线，全长6公里。

通过这次“跑遍中国·跑进铜鼓”2021
红色铜鼓线上马拉松云直播，人们重温了
铜鼓的红色历史，见证了近年来铜鼓的变
化。“很幸运来到铜鼓参加这次线下起跑
仪式，铜鼓山美水美人更美，每次来铜鼓
变化都很大，近年来见证了铜鼓的蓬勃发
展，对铜鼓有了全新印象，下次还要再
来！”来自宜丰县的跑友况业棋说起铜鼓
赞不绝口。

4月11日，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左）在比赛中拼抢。当
日，在西乙级联赛第34轮比赛中，西班牙人队主场以2∶1战
胜莱加内斯队。 新华社发（胡安·戈萨摄）

▲4月11日，曼联前锋卡瓦尼（下）精彩鱼
跃冲顶，攻破热刺队门将洛里（右）把守的球门。

当日，在2020-2021赛季英超联赛第31轮
比赛中，曼彻斯特联队客场以3∶1战胜托特纳
姆热刺队。 新华社/路透

▶4月11日，阿森纳队球员拉卡泽特
梅开二度后，激情庆祝。

当日，在英超联赛第 31 轮比赛中，阿
森纳队客场以3∶0战胜谢菲尔德联队。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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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沉寂后，属于中超的
战斗与热血即将到来。

4月12日，2021赛季中超冬季转会窗口正式
关闭，各俱乐部的引援工作尘埃落定。8天后，新
赛季中超就将正式拉开大幕。

这无疑是充满看点的一个赛季。全新的赛
程赛制、更趋理性的投资、更讲性价比的引援……
不仅让本赛季中超的竞争格局充满变数，还将在
一定程度上对中超联赛的未来产生影响。

新赛季的中超联赛虽然仍采取分阶段赛会
制形式，但更加科学、合理，在尽最大可能堵住赛
制漏洞，避免上赛季有球队赢一场即保级的“闹
剧”重演。同时，中国足协表示，将在满足疫情防
控等条件的前提下力争踢满30轮。这样，联赛
基本回归原来的积分制，比赛将更加激烈、公平。

球迷也将有更多近距离观赛的机会。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新赛季中超将借鉴上赛季
开放球迷进场观战的经验，进一步扩大球迷现场
观赛的规模。

为迎接新赛季的到来，各俱乐部早已厉兵秣
马。尽管这个冬季转会期中超俱乐部整体引援动
静不大，以往常常有大手笔的广州队、大连人等，
几乎是“只出不进”；在限薪酬、限投资等政策施行
后，有胡尔克、特谢拉等大牌外援离开中超，但整
体看，各俱乐部的外援引进更趋理性，更注重性价
比。“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已彻底没了市场。

不过转会市场其实并非不热闹。由于中国
足协放宽了引援名额限制，加上多支俱乐部解散
或退出，不少球员获得“自由身”，成为转会市场
上竞相争抢的香饽饽。国内球员的转会和交易
量可能并不输以往赛季。像沧州雄狮、武汉队，
引援人数都在10人以上。

新赛季中超的竞争格局注定将不同以往。
虽然广州队、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等传
统豪强仍将会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仍属“第一
集团”，但由于整体引援力度削减，他们与“第二集团”的实力差距
在缩小。

上海申花、沧州雄狮、武汉队大规模补强阵容，势必希望在新
赛季有所作为。上海申花引进了巴索戈和阿德里安后，五大外援
实力出众，同时，吴曦的加盟更让申花的现役及前国脚人数超过
10名。幸运递补进中超的沧州雄狮已经连续十余天官宣新人加
盟，其中包括谢鹏飞、罗竞、郑凯木、郭皓、林创益、阿不都海米提等
实力球员。武汉队在李霄鹏挂帅后，也补充了姆比亚、赵宏略、黄
紫昌、杨博宇、田依浓、叶重秋等十余名强将。

球队实力的趋近不仅让争冠形势难以预测，保级争夺也更扑
朔迷离。天津津门虎无疑是最困难的球队，这支在最后时刻才通
过联赛准入资格的球队，甚至可以说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教
练团队和球员“大换血”不说，备战时间也一共才20余天。对于暂
时由政府托管的津门虎来说，应尽快落实投资方和资金来源，稳
定军心，同时要避免联赛开局可能出现连续输球进而兵败如山
倒。 （据新华社天津4月12日电）

“80后”杨煦被朋友带到健身房，一名
教练主动拉他做了一组高强度的“体能测
试”，杨煦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教练添油
加醋称他身体状况很差，还不如50岁的老
头，必须马上开始健身。杨煦糊里糊涂被

“忽悠”买下了5000元的私教课程。
“新华视点”记者在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走访发现，为吸引消费者办卡买课，
一些健身房套路百出，令人防不胜防；年
卡费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私教课价格
更高。

男教练认十几个学员当
“干姐姐”

“美女、帅哥，健身了解一下！”走在城
市大街，很多人都曾遇到健身房的店员派
发广告传单。随着健身变得火爆，部分健
身房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90 后”宋明超的健身之旅从两年前
开始。“忽然感觉身边人都开始健身，见面
不见面聊的都是这周练了几次、练什么动
作、吃什么补剂。”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
台上，粉丝量在百万以上的健身“网红”不
在少数。

近十年来，中国的健身房数量呈爆发
式增长。国家体育总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全国健身房总量已超过10万家。

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健身房千方百计
拉人头。一名健身教练讲述他曾目睹的
事例：有教练推销课程，一名女学员以“没
带钱，下次再买”为由婉拒，教练不依不
饶，说“没带钱没关系，可以押东西”，最后
竟把女学员的结婚戒指押下来，惹得女学
员的老公来大闹了一场。

在大众点评网等平台，不少网民讲述
“被逼单”的遭遇：“被教练强制买了个课
程，两个肌肉大汉堵着过道弄得我不敢
走，态度极其恶劣。”“被两个教练夹在中
间，两个人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最后花了
两个月工资买课。”

记者了解到，健身房教练身上大多承
担着销售任务，销售业绩直接关系到教练
的收入。一些健身房还会向教练收取“保
证金”，没完成业绩就要没收。还有健身
房规定，完不成业绩的要罚吃辣椒、芥末、
柠檬，甚至遭受辱骂、剃头等羞辱。

业内人士吐露，为留住客户，健身房
还会运用一些“潜规则”。比如把男会员
安排给女教练带，女会员安排给年轻的男
教练带，一些健身房甚至鼓励教练“打感
情牌”，“像谈恋爱一样维护学员”。

一名教练告诉记者：“有个男教练认了
十几个学员当‘干姐姐’，还有教练对客户
有求必应，陪聊天、陪吃饭、陪逛街……”

健身教练入行门槛低
曾在石家庄一家健身房请了私教的

张晓超说，办卡时教练说得天花乱坠，安
排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办卡以后就敷衍了
事。

“刚开始教练主动找你约课，后来就
得你主动找他，如果不找他也不管你，给
人感觉就是巴不得你不来。”“办卡时说每
次练完都会给我做全身放松，后来每次练
完就说下一个会员来了，不管了。”

在当前的健身市场，私教爆红。但记
者采访发现，健身教练的入行门槛较低，
相当一部分教练都是经过两三个月培训

就上岗，有的甚至“一周速成”。
“看到健身教练挣钱多，很多人都入

场了。”健身业内人士李星然说，有的教练
可能一两个月前还是美发师、厨师，有的
是在健身房做销售、街上发传单的，一旦
店里缺人就“赶鸭子上架”，简单培训后换
身衣服就充当教练带顾客。

一名健身房经营者坦言，他的健身房
里有 11个教练，只有 4人经过了相对专业
的培训，其余的都是非专业，简单培训一
两个月就上岗了。“现在行业内超过一半
的人可以说都是速成教练，真正专业的健
身教练很少，优质教练更是稀缺。”

记者以应聘者身份咨询了部分健身
房。一些健身房明确表示，即使零基础，
也可以先应聘会籍顾问，边积累客户边学
习考证，“市场上资格证很多，很好考。”

记者发现，市场上有大量教练培训机
构，缴纳一两万元，集中培训两三个月，就
能拿下多个资格证书。这些培训的质量
参差不齐。

业内人士表示，教练专业性不足会给健
身者安全带来隐患，有可能造成膝盖半月板
损伤、肌肉拉伤、腰椎间盘突出等损伤。

太原市民王磊告诉记者，他之前曾在
一名私教指导下训练卧推，“比我平时练
的重量加了10公斤，练了一段时间就觉得
胳膊不舒服。当时也没在意，但是两三年
了这个地方还会间歇性地疼，医生说很可
能是当时的运动损伤。”

让健身行业更“健康”
“近些年健身行业取得了爆发式增长，

各种乱象也随之出现。”健身平台企业CHI⁃

NAFIT总经理闫四海说，“目前行业已经有
进入调整期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
识到，要想长久发展，必须换个活法。”

为推动健身行业良性发展，一些地方
开始探索相关做法。今年以来，上海、北
京等地相继发布健身行业服务合同示范
文本，其中提到的“健身会员卡办卡7天冷
静期”备受关注。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等
专家表示，整体来看，相关规范仍然滞后
于当前健身行业的发展，立法机构和相关
职能部门应当尽快加以完善。

加强行业自律也成为不少业内人士的
共识。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
毛振明建议，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健身行业
协会的建立和发展，通过行业协会来凝聚
行业共识、制定行业规则，如设立从业标准
和门槛、明确行业服务规范、建立从业机构
和人员“黑名单”等，从而规范企业行为，营
造健康的竞争环境和消费环境。

针对行业门槛低、人才短缺问题，业
内人士提出，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加快
推动建立更专业有效的健身教练培训标
准和教练资质认证体系，保证健身教练具
备相应的专业素养。此外，体育院校应加
大对社会健身领域专项人才的培养，可考
虑设立社会健身专业，对接健身行业用人
需求。

此外，业内人士和专家还提醒消费
者，在面对健身房里眼花缭乱的课程和可
能出现的销售套路时，要保持清醒，理性
消费；在自身权益遭遇侵害时，要增强维
权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
当权益。 （据新华社太原4月12日电）

队长吴海燕累积黄牌停赛
无缘中国女足奥预赛附加赛次回合

据新华社江苏苏州 4月
12 日电 （记者公兵、王恒
志、岳冉冉）中国女足官方
微博 12 日公布了东京奥运
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
赛次回合 20 人大名单。队
长兼主力中卫吴海燕因为
累积黄牌停赛无缘该名单，
首回合没有进入名单的左
后卫翟晴苇回归，王霜、王
珊珊、唐佳丽等主力球员均
在名单中。

次回合比赛将于 13 日
16时开始，中国女足将坐镇
苏州奥体中心迎战韩国队，
此役将事关最后一张亚洲
区女足奥运门票的归属。

队长吴海燕因为累积
黄牌停赛，作为绝对主力，
她的缺席对中国队后防线
或将造成一定影响。

8 日的首回合较量中，
中国女足客场2∶1战胜韩国
队，占得先机。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4
月9日，中国田径协会、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
目中心公布了 2021年“奔跑
中国”马拉松系列活动入选
赛事名单，共有 24项马拉松
赛事入选，其中南昌马拉

松、庐山山地半程马拉松榜
上有名。

据介绍，“奔跑中国”主
办方对全国各地的马拉松
赛事影响力、赛事水平和质
量等，进行严格审核后，确
定入选名单。

江西两项马拉松入选“奔跑中国”赛事

4月12日，福建队球员王哲林（左）防守北京首钢队球
员李慕豪。当日，在CBA第四阶段第56轮比赛中，北京首钢
队以125比92战胜福建豹发力队。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