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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来 在宁波

本报记者 张 燕

初遇健身房

在镇海新城某广场的一家健
身中心，记者见到了杜伟丰，当
这个看似不到 40岁的男子告诉我
他生于上世纪 60年代初时，记者
也深深为健身带给他的魅力所折
服。

“记得那时候我才 8岁，父亲
就送我去学武术，在那个年代的
人看来，总会有用武之地。”杜伟
丰说，虽然很多年以后基本放弃
了武术，但它却为自己后来从事
健身行业奠定了体格基础。

杜 伟 丰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宁 波
人，1993 年，机缘巧合，他来到
美国迈阿密，在当地一家邮轮公
司工作。邮轮上杜伟丰结识了美
国人David。因为一起工作又同为
年轻人，很快他们就有了共同语
言。“David 很欣赏中国功夫，于
是向我拜师学艺，同时让我第一
次知道了与武术类似却又不同的
概念——健身。”杜伟丰说，那时
候中国人对商业化的健身还没什
么概念，而美国已经有了健身
房。在一个休息日，David带杜伟
丰来到一个健身房，它位于美国
迈阿密：二三十台跑步机一字排
开，音乐声中老外们穿着健身
服，有的跑步，有的练肌肉，还
有的在教练带领下做操。

这样的气氛深深感染了杜伟
丰，他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除
了惊喜，感觉整个人也跟着健身
房的音乐沸腾起来。

“武术讲求的是精神、力量和
技巧的结合，包括平衡性、反应
力、柔软度等等，往往有一种柔
中带刚的力量。”杜伟丰说，健身
给人的却是一种气质以及更加健
康的理念，它是对人体自身修养
的提升。从迈阿密起步，杜伟丰
开始了对健身的探索和实践。

杜伟丰所在的邮轮公司是全
球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它在世界
各地都有航线，在一些航线中也
安排了乘客上岸旅游的行程，于
是，工作成了“近水楼台”，让杜
伟丰在以后的近 20年时间里，跟
着邮轮走遍了世界上 1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每到一个城市，只要
条件许可，总要去健身房看看，
在那里运动下。”杜伟丰也因此积
累了很多国家不同的健身方法。

“瑞典人的健身训练以人体自
重训练为主，如俯卧撑、跳操、
平板支撑、引体向上等。”杜伟丰
说，这种类型的健身训练比较适
合户外运动时进行。而在波兰，
人们喜欢做一些有力量的锻炼，
如很多大力士就诞生在波兰。在
挪威，健身房里很安静，大家即
使讲话也很小声，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训练目标，各管各练。但葡
萄牙的健身房里吹的却是热辣
风，刚进去时以为到了酒吧：劲
爆的音乐，闪烁的灯光，大家运
动得很 High。杜伟丰去得最多的
还属美国健身房，美国人在健身

时喜欢聚在一起，当地的健身种
类很丰富，器械的作用也很大。

给特种兵做教练

这么多年来，在考察各地健
身产业的同时，杜伟丰坚持在世
界各国的健身房里训练，也学到
很多健身知识。大约在 2007 年，
他自费考取了美国 AFAA （美国
有氧体适能协会） 认证的专业健
身指导员资格。据了解，AFAA
资格认证体系已被世界约 80个国
家引进，在健身行业率先创立了
有氧运动专业教育体系，其标准
得到世界健身业的公认。

资格证书，在美国就意味着
“饭碗”，凭着过硬的身体基础和
AFAA 教练员证书，在 David 的推
荐下，2008 年，杜伟丰离开邮轮
公司，在迈阿密开始为美国特种
兵做体能教练。

在美国，有多种类型的特种
兵，杜伟丰执教的特种兵类似于
国内的特警。“他们是一支 30 多
人的队伍，有专用健身房，每个
小时 100美元的教练费用。”杜伟
丰说。

“特种兵还需要请健身教练
吗？你教他们一些什么？”记者不
解地问。

杜伟丰说，过度的训练并不
可取，错误的姿势不仅起不到健
身效果，还有可能带来伤害。比
如对普通人而言，进行透支性体
能训练并不可取，每天跑步的总

距离一般不能超过 10000 米。又
如做卧推训练时，在推到 45度时
是个安全角度，到了 90度已达到
警告角度，而超过 90度将成为风
险角度，每 1000 次就会有一次对
肩关节造成直接伤害。再如在跑
步机上做有氧运动时，有些人喜
欢屏气跑，跑完大口喘气。“这些
都是不科学的，跑步时应该 3 秒
呼 3 秒吸，压抑心肺功能大起大
落。”杜伟丰说。

“特种兵在健身上也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误区，我就是教他们正
确的练习方法和强度。”杜伟丰
说。

因健康而自信

正是对特种兵的指导，让杜
伟丰深刻认识到，健身的目的是
健出“从健康到自信的身体”。他
所考察的各国市场，尤其是美
国，健身行业都很发达，但国内
刚刚起步，他要把好的健身理念
带到国内来。

本世纪初，杜伟丰就利用休
假时间考察过国内的健身市场，
发现当时有的健身房有包厢，有
些还提供按摩等服务，少数人甚
至赤膊健身，但近年来这种情况
已大大改观，这说明国人的健康
理念越来越强了。“是回家的时候
了!”杜伟丰说，他常常看着大
海，思念着宁波的家，如今，回
家的条件真正成熟了。

2012 年，杜伟丰回国后在国
内从事健身业。2014 年正式创办
了自己的健身中心。“一项调查显
示，中国健身房渗透率 （健身房
的数量和中国15岁至60岁这个年
龄层人口总数的比例） 提升空间
大。以总人口计算会员渗透率，
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发
达国家均超过 10%的水平，其中
美国和加拿大会员渗透率分别为
17.34%和 16.88%，亚太地区日本
超过 3%，韩国、新加坡等均在
4%左右，而中国仅为 0.49%，差
距较大。”

“对于一家健身房而言，安全
是最重要的，这其中包括空气质
量等隐性安全。”杜伟丰说，健身
中心有多少面积、多少器械都是
一目了然的，但空气质量、环境
安全卫生等是隐性的，为此，他
坚持自己的健身中心执行高标
准，在布置上采用了适合中国人
的风格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安
全措施：新风系统、酒精消毒、
美国进口滤水系统等等。

“健身房仅仅是起步，更重要
的是引进健康安全的理念。”杜伟
丰说，等时机成熟，他想引入病
员出院后健身、健康膳食等项
目。“让中国人从健康中得到自
信，这是我的心愿。”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实习生 金 鹭

“比赛开始！”监考老师一声口令
打破了平静，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考点的 26 名学生纷纷拿起了笔，在
面前的试卷上作答，一场国际数学竞
赛在这里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与往常
不同的是，这场竞赛并不是由校方组
织，而是由一名在读学生提议发起
的。

他叫赵锦洋，是滨海数学社团的
社长兼创始人。今年才上高一的他已
有近十年数学竞赛的参赛经验，小到
宁波市内比赛，大到“高大上”的美
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竞赛，他都有参
与，获奖无数。丰富的参赛经历令他
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而国际赛
事“报名难”“考点远”等“痛点”
却让很多像小赵一样的数学爱好者望
而却步。为何不把国际赛事搬到自己
学校呢？一直在比赛中单打独斗的赵
锦洋思忖道。

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提议甫
一提出，就获得了校方的鼎力支持。
最后，赵同学在数学阮老师的帮助
下，成功地联系并说服了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国际竞赛主办方，在宁波滨海
学校国际部设立了考点，并由自己的
数学社团向各个年级招募参赛者。

在线性思维、应试教育颇为普遍
的当下，是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了赵锦
洋这样一位勇于“异想天开”的学
生？日前，笔者来到了位于北仑区春
晓滨海新城的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
校，实地探访。这里依山傍水，远离
喧嚣，如世外桃源般藏匿在群山中。
操场草地上，一群身穿校服的孩子吸
引了笔者的注意。他们手持木杆，两
腿开立同肩宽，瞄准远处的球门，以
肩为轴潇洒挥击，“梆”的一声脆
响，将球击入球门。一打听才知道，
他们是学校木球社团的社员们，正在
紧锣密鼓地为下个月与台湾学校的

“甬台木球对抗赛”做准备。而在一
楼的教室内，辩论社的几名学生正模
拟联合国代表围坐着，在会议主席团
的主持下，围绕“女权”这一话题展
开了激烈的全英文辩论，为自己所代
表的“国家”辩论、磋商。说到激动
处，孩子们甚至会争辩得面红耳赤，
观点独到、入木三分的见解令在场很
多大人自愧不如。

据学校国际部曹主任介绍，像这
样的社团在滨海学校有上百个，其中
不少是由学生通过公开演讲，自行发
起设立的。学校每天会提供两节课的
时间，供学生自行选择社团，参与活
动，培养学习之外的兴趣。“学校既
有传统的音乐、戏剧、体育类社团，
也有别具一格的商社、击剑、跑酷等
西方性质的社团，社团课程与必修课

‘平起平坐’，有助于培养孩子全面能
力。此外，通过社团，学校为学生提
供了各种出境竞赛、交流的平台和机
会 ， 让 滨 海 学 子 们 向 世 界 扬 帆 起
航。”曹主任说。

与普通的国际合作学校不同的
是，滨海学校在让学生接受美式教育
的同时，不忘传递中华传统的核心价
值观。“我们不希望孩子变成一个个
外表黄皮肤，内心完全西化、白人化
的‘香蕉人’，传统的‘德育教育’
仍然是课程中不可舍弃的部分。”宁
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校长刘飞耀说。
在近日的活动中，校方去除了西方传
统复活节中宗教部分，保留了对生命
与希望的祝福，并融入中华“助人为
乐”的传统美德，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
的慈善活动。除了传统的募捐活动，同
学们还能向慈善机构购买胶带纸，把
老师全身贴在墙上，甚至购买西方传
统食物“派”拍在老师脸上，不仅支持
了慈善事业，还拉近了师生距离。

高一学子将
国际赛事搬至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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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近20年，跑
了 世 界 数 十 个 国 家
100 多个健身房，自
费考取美国 AFAA 专
业私教资格，甚至还
给美国的特种兵当过
私人健身教练……

当这个城市很多
人 在 健 身 房 挥 汗 如
雨，想要保持健美身
材的时候，杜伟丰却
对健身有了独特的理
念：身材健美是表象
的，健身更重要的意
义是保持健康身体带
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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