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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每日逾千人细河沿线
“走圈”

收好“走圈地图”助您更好健身
□记者 朱琳
沿着细河两岸堤坝甬路“走圈”健身，
从哪儿到哪儿究竟是走了多远，
这您有数吗？
市民陈女士退休不久，有意加入细河“走圈族”强健筋骨的她，迫切想知道细河堤坝分段里
程及与之相关一应问题的准确答案，
以便心中有数去“走圈”
。
近年来，随着阜新人健康意识的持续提升，全民健身运动的大力普及，越来越多的人竞相加
入健身大军当中，而简便易行的徒步“走圈”更是备受青睐，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项目，细河“走
圈族”群体日渐扩大。
由此可见，记者的深度调查采访，绝非仅只陈女士一人受益；此次本报联合细河景区管理所
权威发布的“走圈地图”，
也值得“走圈族”集体拥有。

咋算“走圈”里程？
心里有张图 往返要加倍

什么人在“走圈”
？
退休老人为主 收获特别多
对打算加入细河
“走圈族”
的陈女士来说，
同
路而行的健步者一定不会让她感到陌生，
甚或还
有几分亲切——与同龄人同行，
必有共同话题。
1 月 6 日，
阜新迎来去冬以来又一次大幅降
温，最高温度在零下 10℃以下。午间，记者从
建设桥沿细河北岸堤坝甬路西行探访的一路上
发现，散步健身市民并未因为惧怕低温而停下
脚步，
至多间隔三五十米，
便与记者擦肩而过。
记者与步速不快的几位老人攀谈起来，
“都住西铁那边，每天结伴‘走圈’。”其中的李
老先生说，他从铁路单位退休后就追随工友加
入细河“走圈族”，为的是找乐并健身。每天 8
时，他与老友们背包出发，常在友爱桥与建设
桥之间完成一次南岸去、北岸回的往返，用去
小半天。
“队伍最大时十几人，来回总能碰上组

团溜达的，天天见的不下三四百，顺道画画、唱
歌、听评书的都有。”
“走圈”路上，他们聊天、赏
景、呼吸新鲜空气，同步扩大“朋友圈”，
“中午
偶尔 AA 制撮一顿，下午往回走。这可比窝家
里看电视、打麻将强多了，
天天有好心情！”
记者从细河景区管理所了解到，每天细河
城市段沿线
“走圈族”
可逾千人，
天暖时节还会增
长，
尤以追求强健身体、
愉悦心情的退休老年人
为主。这与记者沿途所见毫无二致——老人是
细河
“走圈交响乐”
中最为澎湃、
跃动的音符。
“体重从在岗时的 160 多斤降到了 140 斤，
血压跟着稳定，
上楼不喘，
感冒不得……”
在陈老
先生看来，
十年
“走圈”
给他带来的最大惊喜在于
健身效果。相信，来自同龄人的这些“走圈”好
处，
更能坚定陈女士的选择，
将想法付诸行动。

“走圈”该注意啥？
保持好姿势 把握好距离
记者从市文旅广电局了解到，近年来，我
市参与徒步运动的市民数量持续增长，经省登
山户外徒步运动协会徒步专业委员会认可的
城乡徒步队伍达十余支，经常参与徒步运动的
队员超过 1500 人，成为我市全民健身工作的
一大亮点，整体呈带状的细河城市段即细河景
区、呈环状的市体育场、玉龙湖等适宜处所均
为主要活动地点，
多以“走圈”
形式开展活动。
为了更好服务市民徒步“走圈”，健身怡
情，近年来，我市住建部门不仅在细河沿线等
处增设坐椅、卫生间等大量配套服务设施，甚
至在桥梁建设方面也进行了适配设计。记者
走访中注意到，在东起东新大桥、西至友爱桥
的所见细河城市段 8 座桥梁中，除高度受限的
三一八桥外，其余桥梁下部全部配建人行通道
或增设木质栈道，为“走圈族”打通一条专属绿

色健身廊道，
实现不上桥面、快捷通过。
“徒步‘走圈’要比跑步更适于大众参与，
但不讲科学、
方法不对也有可能伤身。
”
细河景
区相关负责人提醒市民，参与“走圈”先要做到
腰背挺直、收腹呼吸、先行热身、减小负重等基
本要求，并全程保持，这样既可增强减脂、增肌
健身效果，又可有效避免软组织、膝关节等损
伤。此外，
还要根据身体状况选择合适里程、
速
度，
特别注意量力而行，
并根据气温调整服装。
对陈女士这样的“走圈族”新成员，这位负
责人特别建议，在条件许可情况下，不妨与住
址临近的几位“走圈族”老成员结伴而行，不仅
可以相互关照，还便于经验积累，为长期良好
徒步“走圈”打好基础。初期应当特别注意徒
步里程，切忌逞能过劳，以免导致损伤，
“健身
是长期坚持的事。”

记者 1 月 6 日的走访，从建设桥
直抵海州桥。
“ 这 段 走 下 来 ，单 程
2290 米。”细河景区管理所相关负责
人脱口而出。
事实上，细河“走圈族”很多，但
能掌握“走圈”里程、心中有数健身
的并不多。为此，在细河“走圈族”
群体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细河景
区管理所通过本报首次发布“走圈
地图”
，为徒步爱好者提供帮助。
目前，细河景区东起玍海西桥，
西 至 玻 璃 厂 漫 水 桥 ，总 长 度 达 到
11.7 公里。以主要跨河桥梁为点位
分段计算里程，由东端起点至东新
大 桥 1200 米 、东 新 大 桥 至 人 民 桥
1600 米、人民桥至建设桥 1800 米、
建设桥至海州桥 2290 米、海州桥至
迎宾桥 703 米，再往西的迎宾大桥至
友爱桥、友爱桥至九营子河交汇口、
九营子河交汇口至玻璃厂漫水桥均
为千余米。
从市区住宅区分布及日常管理
所巡视情况看，细河“走圈族”主要
活动区域为人民桥与迎宾桥之间，
以外区域人流逐渐减少。
“根据家庭
住址，选择北岸去、南岸回或南岸
去、北岸回真正‘走圈’的居多，通过
跨河桥梁完成两岸穿越。”这位负
责人提醒“走圈”市民，把一份标明
里程的“走圈地图”装在心里，而后
科学选定“走圈”路线，而在总体把
握里程的前提下，还要结合季节因
素、天气状况等适当调整。比如，
若 是 家 住 海 州 桥 、迎 宾 桥 一 线 南
侧，户外气温低、日照时间短的冬
季，可以选择上午走北岸东行、下
午走南岸西返的方式“走圈”，来回
均可享受太阳温暖，体感更为舒适，
显得更为合理。
“具体计算‘走圈’里程，除两岸
往返需要加倍计算外，还要加上衔
接段距离。
”
其提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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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酒驾怕被罚 竟用
“假名”
忽悠人
□记者 黄萍 李娟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5 时 38 分，在阜新市
阜东线 7 公里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二
大队民警正在查控酒驾交通违法，此时，一
辆灰色面包车欲强行闯卡被民警当场拦截。
当民警对驾驶人进行询问时，驾驶人自
称叫宋某，因为驾驶证落在家里，怕被处罚
才试图闯卡过关。民警在与该男子对话时，
闻到他身上散发阵阵酒味，欲对其进行酒精

含量检测，但该男子却各种抵制不予配合，
民警只好依法强制将其传唤到大队。
当民警查阅宋某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与
当事人不相符，但该男子坚称自己就是宋
某，而同车的中年女士对民警的质疑也闭口
不提供任何信息。综合种种迹象，民警怀疑
该男子报了假名。此时，与当事人同车的还
有一个小女孩，于是民警询问她与驾驶人的

关系，小女孩称自己姓李，男子是她的爸
爸。随即，
民警依据线索继续开展调查。
经查，该男子确实姓李，为所驾面包车
车主，他并不是忘记带驾驶证，而是没有驾
驶证。经对其进行酒精检测，结果为 53mg/
100ml，其行为属于酒后驾驶。机动二大队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对李某某做出罚款
4000 元的处罚。

天冷家用健身器材走俏
□记者 梁东辉
寒冬时节，市民对户外运动的热情也相
医生告诉她尽量不要在户外锻炼身体了。
对减少，一些想锻炼的市民便将目光逐渐转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卖跳舞毯的，而且
向室内，
一时间带动了健身器材的热销。
价格也不贵，
于是我买下了。
”
“瞧，这是我新买的跳舞毯，以后可以在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我市的几家体育用
家健身了。”昨晚，市民张女士在微信朋友圈
品店发现，家用健身器材的销量一路飙升。
晒她新买的“宝贝”。一向喜欢运动的张女
在街心广场附近的一家体育用品卖场内，各
士告诉记者，从去年冬天开始她经常咳嗽， 种样式和功能不一、档次不同的家用健身器

材琳琅满目，跑步机、健身自行车以及健腹
板等针对女性和中老年人的专用运动及保
健器材，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我一
直有早晨跑步的习惯，加上今年冬天比较
冷，所以买一台跑步机放在家里，全家人都
可以用，且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正在挑选
跑步机的市民刘先生对记者说。

海南出台首个
自然灾害救助办法
记者从海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海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自然
灾害救助办法》，这是海南为规范自然灾害
救助行为，优化救助工作环境，保障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首次出台的相关地方规章。
办法分为总则、救助准备、应急救助、
灾后救助、救助款物管理、附则等，共六章
四十条，提出自然灾害救助遵循以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群众自
救的原则。
据海南省应急管理厅相关处室负责
人介绍，办法明确了各有关单位在救助准
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等工作环节中的
责任和义务，对灾害救助秩序、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进行了规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