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来了，天气转暖，人们纷纷开始减装，对身材的要求也高了起来——

春暖花开健身去
本报记者 熊 丽

人在吃，秤在变！眼看着桃红柳绿的
春天越来越近，涂洁的心情却越来越糟
糕。去年刚买的春装又穿不上了，每年都
言之凿凿地要减肥健身，但梦想中的马甲
线、A4 腰似乎离得越来越远。春天来了，
必须要打点装备，重新锻炼起来。这几
天，涂洁快马加鞭地办了一张健身卡，跑
步机上挥汗如雨一个多小时后，她觉得身
体轻盈不少，“健康投资怎么都不奢侈”。

室内火 户外忙

这些天，记者走访北京西城区和丰台
区的数家健身馆发现，前来咨询办卡的顾
客络绎不绝。马家堡地区一家健身馆的
会籍顾问刘先生告诉记者，春天来了，天
气转暖，人们纷纷开始轻装，对身材的要
求也高了起来。尤其是女性，希望通过锻
炼尽快恢复身材。“从春节后开始，健身卡
销售就进入了旺季，现在的年卡价格比春
节前涨了几百元。”

记者从 58 同城获悉，从本地服务运
动健身频道整体数据趋势看，春季运动
健身频道浏览量持续稳定增长。截至目
前，3 月份浏览量相比 1 月份，日均增长
近 45%，比 2 月份增长 40%。与 2016 年
同期相比，日均浏览量有高达 55%的明
显增长。

什么样的运动场所最受欢迎？在北
京朝阳区某科技公司工作的王先生发现，
春节后公司楼下的健身房晚上需要排队，

“现在天气暖和了，人越来越多，连早上都
要排队了”。

统计显示，健身中心是北上广深浏览
量最高的运动场所，紧随其后的是游泳
馆、羽毛球馆、篮球场和足球场。“能看出
在一线城市，长期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健
身达人越来越多。”58 同城本地服务产品
部高级产品总监段伟介绍说，二线城市人
们的健身热情春节后也同样高涨。从浏
览量增长情况看，青岛、石家庄、大连、长
春、太原、哈尔滨和沈阳等城市涨幅较
高。此外，受益于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
办，尽管天气逐渐变暖，但室内冰雪运动
的热情依然不减。

户外运动同样火热。运动社交 APP
咕咚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应用的下载量和
活跃度看，随着气温回升，室外运动人群
活跃度上升。健走、跑步和骑行等项目最
受欢迎。

美国德州 AOMA 东方医学院临床教
学部主任范竞建议，春季可以早上锻炼，
有助于培养阳气。如果不考虑雾霾天气，
室外锻炼是最好的，如果遇到雾霾天气，
可以在室内做一些有氧锻炼。他认为，锻
炼不在于强度大小，而在于坚持。“即使走
路，每天能走个二三十分钟也是挺好的。”

独乐乐 众乐乐

运动健身这事儿，各有各的爱好。有
人愿意自己练，有人喜欢一起嗨。

记者在位于北京南三环万芳亭公园
看到，跳广场舞、踢毽子、打篮球、练健身
器材的人们，按照不同运动项目各占一
角，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孩子们学习轮
滑，不少年轻人则选择环绕公园健步走。

当健身遇到互联网，又是一幅新图
景。在华为手机上的应用市场输入“健
身”，记者看到，各类运动健身 APP 达数
百项，有主打健身塑形，有提供跑步音乐，
有专注运动康复，还有预约教练。在微信
公众号和微博上，各种教程和窍门也是应
有尽有，以“7 日拉伸瘦腿操”“在家练出
马甲线”等为标题的内容点击量非常可
观。有数据显示，运动健身类 APP 活跃
用 户 规 模 2016 年 超 过 3400 万 人 ，到
2018 年活跃用户规模预计将突破 7000
万人。在健身类 APP 辅助下，在家锻炼
的人越来越多。

“春天就该来场马拉松”，作为国内最
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品牌赛事，
马拉松运动的热潮在这个春天如约而
至。油菜花马拉松、黄山徽州马拉松、横
店马拉松等多场赛事即将开跑。如果不
方便去现场跑，线上马拉松也成为许多跑
友的选择。

3月 21日，咕咚正式宣布推出一款自
有品牌、主打社交的咕咚智能跑鞋 RF，并
联手京东展开众筹，众筹价格 199 元。截

至当天中午 13 点，众筹已获 1458 人支
持，资金超过 27 万元，完成进度 136%。
据了解，RF 为跑友（Running Friend）英
文缩写，这款跑鞋基于数千万用户的运动
大数据，可在运动中为用户提供跑步知识
的实时语音指导，并在运动后分析数据。
用户不用携带手机或运动手表，也可以记
录跑步数据。“这是咕咚布局一系列社区
化装备的开始，将加速咕咚商业变现的进
程。”咕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虽说是“春天不减肥，一年徒伤悲”，
但通过运动健身来突击减肥并不可取。
运动专家建议，漫长的冬季加上春节假期
让身体进入“低潮期”，刚开始锻炼点到为
止即可，目的是充分调动身体各部位机能
活性，也避免受伤。

小目标 大市场

最近，深圳白领姜云晓在朋友圈发
布，“2017 年给自己立个小目标，每天一
万步！请大家监督”。为实现这个“小目
标”，姜云晓每天上下班都会提前两站下
车，中午还要在单位附近走上半小时，能
走楼梯就不坐电梯。看到微信运动上的
步数和排名逐步上升，心里也是小满足。
姜云晓慢慢发现，随着天气转暖，那个热
热闹闹晒健身的朋友圈又回来了。每天
步数超过两万步的好友越来越多，还有不
少人秀出跑步轨迹图和练瑜伽的照片。
看来给自己立下小目标的人还真不少。

小目标背后是一个大市场。国务院
印 发 的《全 民 健 身 计 划（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年，群众体育健身意识
普遍增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明显增
加，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
达到 7 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 亿。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 1.5 万亿
元，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拉
动内需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源。

健身运动的高频次带来健身市场高
需求。记者在位于北京南四环的迪卡侬
运动专业超市看到，这里的运动装备按照
运动项目陈列，轻装徒步、攀岩、健步走、
重装穿越、健身、各种球类运动应有尽有，
许多消费者来选购商品。《2016 年中国体
育消费生态报告》显示，从每位用户在各
细分品类上的花费看，骑行运动、健身训
练成为人均消费额最高的运动项目，新生
代户外运动消费热潮兴起。

58 同城招聘负责人刘侃表示，健身
教练等和运动健身有关的职位在春节后
招聘量增长迅猛，由于该行业对专业性要
求较高，健身场馆招聘私教职位的薪资水
平比普通健身教练要高 50%以上。2017
年春节后，平台上招聘普通健身教练的职
位，起薪多在 8000 元/月以上，平均薪资
更是突破 11000 元/月。这说明，人们对
科学锻炼的付费意识正在提升。

“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中国的运动人
口比例比起发达国家还差很多，这个市场
肯定会越来越壮大，发展前景会更好。”咕
咚创始人、CEO 申波说。据了解，目前

“咕咚”的用户数量已超过 8000 万，每天
需要响应来自全球 2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运动需求。

近日，在北京府学胡同小学上演了一
幕奇特场景：北京进化者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中国智造”机器人“小胖”走
进小学课堂。十几名身高约一米二的小
学生围坐在四周，在工作人员操作下，小
胖“说学逗唱”，引得课堂内笑声不断。

“主人，你好，我是小胖。请问有什么
可以为你服务的吗？”在彩色动态转变的
表情中，小胖先用四川方言跟大家打了声
招呼。北京进化者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四川方言外，小胖
还新增了“变声”语音包，包括急性子、机
械、鸭子、空灵、慢吞吞、电流等。用户下
载后，语音包便会储存于机器人身上。

这台被定位为家庭陪伴新伙伴的智
能服务型机器人——小胖，身高 1024 毫
米，外形为不倒翁状，左右两侧各有一只

“胳膊”。在它跳舞时，胳膊会自动伸展出
来。因其外形呆萌、随身附带有趣的表情
包以及生动的语音包等特性，深受小学生
们的喜爱。

去年 9 月份，家用版服务型机器人小
胖正式面向公众发售。截至去年底，已出
售 4000 余台。这对于刚刚兴起的人工
智能消费市场，显示出强劲的发展空间。

“销售前期，我们也曾做过众筹，然后通过
第一批种子用户，口口相传，得到了更广
的销售渠道。”北京进化者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控制系统专家蔡月日说。

让机器人越来越具有拟人化性格，真
正成为生活中的一员。这是北京进化者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小胖的初衷。
不过，对于新鲜事物的出现，大众确实需
要时间了解和接受。这一点，孩子们似乎

做得比大人更好。当小胖第一次出现在
龚宁家中时，年仅 6 岁的女儿毛毛对这个
跟自己一样高却圆滚滚的机器人充满了
好奇。从开始躲在沙发后远远观望，到对
小胖爱不释手，开心地与小胖对话，毛毛
只用了短短几分钟。

对于智能机器人，成年人则显得更加
理性和成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葛晨虹认为，智能机器人最首要的功能应
该表现在服务方面，例如播放音乐、天气
预报、为孩子讲故事及空气净化等。当智
能机器人集教育、娱乐、服务三大功能于
一体之后，将可满足家长对家庭服务型机
器人的广泛需求。

家用智能机器人还拥有一些潜在消
费者，他们对于智能机器人的信息获取还
停留在科幻影视作品中。“我很爱看科幻

电影，印象里智能机器人应该就是变形金
刚或者大白那个样子。偶尔我也幻想，自
己能像《她》里面的男主角一样，爱上一位
无形的智能机器人，感觉应该会挺酷吧！”
在北京电影学院动漫设计专业就读大一
的新生李力维说。

像李力维这样的潜在消费者不在少
数。目前，在家用智能机器人领域，尽管
市场需求旺盛，但是产品仍然以样机为
主，真正量产的并不多。即使能够达到量
产，也很难做到充分销售。由于目前大众
对智能机器人了解不多，缺少基础认知，
因此在弱人工智能技术和生产背景下，真
正的家用智能机器人跟电影作品里的那
些具备强大功能的虚拟机器人还有一定
差距。“我们需要时间让大众了解真实有
趣的智能机器人。”蔡月日说。

家用智能机器人如何“俘获”人心？
卫 馨

当前，消费升级热潮涌动，人们普遍
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渴望从繁重家务中
解脱出来，这给新型小家电带来了难得发
展机遇。

中怡康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
吸尘器行业整体市场零售额累计增速
72.4%，零售量增速 68.1%。在细分市场
中，采用充电式设计的无线类产品更是呈
现井喷态势，其中无线手持类吸尘器年累
计涨幅达 246.4%，无线类清洁电器产品
已成为消费者购买的首要选择。

时下，在 90 后为主的年轻消费群体
眼里，外形设计出彩、功能设计完善、细节
考虑周到、使用轻巧方便的“小而美”产
品，更能代表生活格调和品位。无线手持
产品时尚感十足，并解决了传统吸尘器电

源线带来的使用困扰，赢得不少年轻消费
者的青睐。

相比传统产品，无线吸尘器主打“轻
巧易用”，但实际使用起来也并非个个称
心如意。“前一阵买了一台无线吸尘器，随
拿随用的确很方便，可用过几次后发现，
充电需要五六个小时，使用仅 20 多分钟，
强档时间更短，连 10 分钟都不到，请问都
是这样的情况吗？”记者翻看一些无线手
持类产品在销售平台的用户评价，发现有

不少消费者面临续航时间短等问题困扰。
基于这种状况，知名互联网品牌小狗

电器经过数年的研发测试和改款，日前正
式推出一款采用纯进口动力无线手持新
产品。该产品搭载新一代无刷永磁精密
马达，优化电路，并加入智能 BMS 电池管
理系统，通过多系统协作，使强档吸尘可
运行约 15 分钟，较好解决了超大吸力与
长续航时间不能兼得的难题。在开启强
档模式下，清扫 10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只需约 10分钟。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小狗电

器是吸尘器领域的一匹黑马，曾连续 6 年
获全网吸尘器类目销量第一，累计获得专
利达百余项。早在去年，小狗电器就推出
了无线手持吸尘器，在各大销售平台取得
良好销售业绩。今年，小狗电器除了推出
性能更好的新一代无线手持吸尘器之外，
还带来了无线卧式吸尘器和无线除螨仪
等更多无线新品，全面发力无线市场。

“小而美”家电消费渐火
周 雷

“叮咚、叮咚⋯⋯”早上 7 点刚过，80 岁独居老
人李慧娴家的门铃响了起来。“送奶的孩子来了。”李
慧娴嘴上念叨着，打开单元门对讲机，“大姨，奶来
了”。对讲机里传来送奶工贾政的声音。“孩子，来
了，快进来”。李慧娴应道。

每天早上 7 点左右，位于青岛市市南区莱芜二
路 16 号李慧娴的家，都会上演同样的一幕。不要小
看这准时而简单的对话，对李阿姨来说却是每天感
觉最温馨的时刻。“我的孩子们住得远，我一个人住
生活确实不太方便，尤其去年患了腿疼的毛病后，下
不了楼。小贾每天送完奶还会陪我聊聊天，临走时
帮我捎走垃圾，很暖心窝。”聊起从 2010年开始享受
市南区送奶探视服务，李慧娴老人非常兴奋。

给李慧娴送奶的贾政今年 52 岁，虽已年过半
百，李慧娴却亲切地称他“孩子”。年前，贾政来送奶
时听到老人咳嗽，第二天便捎来一袋梨，这让李慧娴
很是感动，“从那以后，他每天来都问我恢复得怎么
样，很贴心，感觉就像是自家的孩子”。

谈起对老人细心服务，贾政说了句“将心比心”：
“我父亲也是独居老人，所以我更能体会他们的不
易。通过送奶这份工作，跟老人们相处时间久了，关
系也挺好，都把他们当成自家老人，能帮的尽量帮。”

为避免独居老人因长时间无人探视在家发生意
外，从 2007 年开始，市南区在全国首创“送奶”探视
居家养老服务，服务对象是住在市南区且具有市南
区户籍 60 岁以上独居生活的老年人。服务内容除
每天为老人送一袋奶外，送奶工有时还会陪老人聊
天解闷，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和状况，并及时上报。
目前，在市南区有 5700多名老人都像李慧娴一样每
天收到牛奶。

送奶探视只是市南区居家养老“六送”服务中的
一项。市南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针对辖区
内独居、困难、“三无”、低保等养老对象，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送奶、送报、送家政、送爱心、送午餐、送健康

“六送”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家住八大峡街道台西一路的老人宫素瑛今年已

经 90 多岁了，早晚饭都是儿子做好送过来，可每天
中午这顿午饭成了老人日常生活的难题。请个保
姆，家中经济条件有限负担不起，自己做身体条件又
不允许，这一切随着市南区开展“六送”养老服务迎
刃而解。宫素瑛老人每天都可以吃到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送来的爱心午餐。“不管刮风下雨，爱心午餐从
没有间断过，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宫素瑛老人说。

“送奶的孩子来了”
本报记者 刘 成

上图：顾客在迪卡侬

超市试用健身器材。

右图：顾客在跑步机

上健身。 熊 丽摄

左图：公园是

健 身 的 好 去

处。 熊 丽摄

莫让黑车披上顺风车外衣

齐

慧

顺风车又称拼车，是指出

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合乘小客

车、分摊合乘部分出行成本的

共享出行方式。这种出行方式

不仅可以有效减轻道路通行压

力，对于减少能源消耗、尾气排

放也有明显作用。同乘一辆车

出行的人还可以分担油费，降

低出行成本。因此，网约车平

台一上线顺风车项目，立即受

到大众的广泛欢迎。

笔者曾多次乘坐顺风车，

深感其便利，也曾拉过一两次

顺风车，和同车人谈笑甚欢。

然而，笔者近日在使用顺风车

时却接连遭遇不愉快：一次是

凌晨约好的顺风车到点不来，

差点误了航班；另一次则是在

约来的车上滞留 4 个小时，只

为等另一位乘客。之所以造成

这样的情况，司机倒是直言不

讳：我本来就是拉活的，挣不到

钱肯定是不会拉你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网约车刚

刚出现的时候。彼时，并没有

相关规定约束网约车，有批原

来的“黑车”加入其中，一些没

有资质的车主成为专职网约车

司机，让非法营运披上“共享经

济”的外衣，扰乱了运营市场，

也给道路交通带来巨大压力，

生出许多问题。由于这些问题

的存在，交通运输部在征求多

方意见后，出台了相关网约车

管理规定，网约车管理已经逐

渐规范化，不符合规定的车辆

和人员被排除在网约车外。

顺风车是共享经济的典型

代表，核心在于驾乘双方的分

享动力，即出行成本的共同分担。作为分享行为，顺

风车车主不是出于利益驱动，网约车平台也将顺风

车定位于公益性质。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无论是

交通部制定网约车管理办法还是各地方出台实施细

则，都对顺风车网开一面，标准大大低于网约车。

笔者遇到的这些司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转而

注册为顺风车，妄想搭上顺风车的顺风，继续以共享

的名义行非法营运之实。不仅偏离了共享经济的初

衷，也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首先是要严格界

定顺风车的定义，严禁非法营运。坚持公益合乘优

先、民间互助自愿、维护合法权益、合乘信息真实，将

黑车有效地排除在外。

其次是坚持合乘不以营利为目的、合乘双方共

同分担出行成本的原则，平台软件要严格按照成本

和人数计算乘客分担费用，让黑车司机无利可图。

最后是细节发力，比如北京出台的《北京市私人

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驾驶员提供

合乘服务每车每日不超过 2 次，就非常符合顺风车

的特点，有利于鉴别黑车，限制其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