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材齐全 市民选择公园健身

8月 8日下午袁记者前往海口市美
兰实验小学袁 在登记个人信息后进入
了校区袁 对校区内的体育设施等情况
进行了实际的采访调查遥

记者看到袁 在校区体育锻炼场的
右侧方并排放置着 3 台乒乓球桌袁但
乒乓球桌的桌面上却散落着许多落
叶袁像是许久没有使用的样子遥 随后袁

记者采访了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吴先
生袁 吴先生说院野这很正常袁 现在是暑
假袁平时也没有多少人来锻炼袁也就是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们过来打打球尧跑
跑步袁 再来就是学校外面的健身教练
带着小朋友们过来训练遥 冶野这里来锻
炼的人不算多袁 学校场地不能很好地
利用袁 可能附近的人不知道学校开放

场地的事吧遥 冶他表示袁希望以后能有
更多市民前来锻炼袁让校园充满活力遥

此外袁 保安室的领班洪先生告诉
记者袁 现在学校的各项体育设施都已
开放袁 进来锻炼的市民需要经过登记
之后才能入内袁 校内安保情况没有问
题袁校园内都有安装监控摄像头袁保证
给市民提供安全尧便利的运动场地遥

地点：海口美兰实验小学
场地略冷清 工作人员喊话：欢迎来运动

公园健身器材多样
市民健身热情高涨

部分器材有损坏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
摄影报道冤 8月 8日是我国第 11个全民健身日袁当
天下午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走访了海口人民公
园尧万绿园等地袁对海口市民参与健身的情况进行
了解遥 记者发现袁走访的公园内均有较为齐全的健
身器材及附属设施袁市民健身热情高涨袁但部分器
材因使用频繁存在较小程度的损坏遥

当天下午 4时袁记者走
访海口市万绿园发现袁距入
口不远的健身长廊处已聚
集了不少市民遥 万绿园健身
长廊以一条数百米长的红
胶跑道为主体袁跑道两边安
装了大量公共健身器材袁记
者粗略数了数袁器材中有双
杠尧牵引器尧太空漫步机扭
腰器尧蹬力器等十余种遥 此
外袁长廊围绕跑道及器材还
安置了小亭尧长椅等休息区
域袁供孩子玩耍的沙地及塑

像袁以及直饮水点等便利设
施遥记者看见袁从 16时至 19
时健身长廊人流不断袁其中
以年轻人居多遥

17时袁海口人民公园内
的健身区同样热闹袁来此处
健身的多为老年人遥 据记者
观察袁虽然此处的器材数量
不及万绿园健身长廊袁但也
多达 11种袁 健身区内还设
有象棋桌袁不少市民热衷在
此进行野脑力锻炼冶遥

地点：海口七中
场地支持多种运动 市民直呼：相见恨晚

昨日 17时袁海口市第七中学的运
动场地正野发光发热冶袁该校提供的运
动场地包括两个篮球场地尧 一个足球
场地尧5张乒乓球桌尧 一个田径跑道及
一个沙池等袁支持篮球尧足球尧乒乓球尧
跑步尧跳高跳远尧羽毛球等运动项目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虽然前来锻炼的市
民人数并不算多袁 但每个场地都被充
分利用袁虽正值暑期袁但海口七中的校
园内仍充满活力遥

居住在海口七中附近的市民成了
最直接的野受益者冶遥 来自该校的初二
学生黄铂海正在和同学打乒乓球袁他
告诉记者袁 自从这个暑假学校的运动
场地开放后袁 他的运动的次数就变多
了遥 野我家就住在学校斜对面袁还有几
个同学也是袁 所以经常约着来学校打
球尧跑步袁因为我想再高 10公分遥 冶黄
铂海开心地说遥

除了校内学生袁 还有不少的受益

者遥 因为家住附近袁大学生吴淑琳也是
野常客冶遥 吴淑琳告诉记者袁他从网上知
道场地开放的消息后袁 就常常来这里
打羽毛球尧打篮球遥 问及对学校开放运
动场一事有何建议袁吴淑琳表示袁对这
一举措有野相见恨晚冶之感遥 野这么好的
事早就应该做了袁 希望能延长下午开
放的时间袁 因为现在白昼时间挺长袁4
点还有太阳袁7点天还很亮遥 冶

椰城傍晚袁太阳的余晖还荡漾在
天空中袁海口市美苑小学宽阔的球场
上袁几个队伍正举行着篮球和足球比
赛袁运动场上有上班族尧中学生尧小学
生尧还有走路歪歪扭扭的小萌娃遥 海
口市美苑小学坐落在美苑路和海府
一横路交叉路口袁 附近居民区较多遥
门口的保安大叔说袁每天傍晚来打球

的人很多遥
市民小张在滨江路一家公司上

班袁下班后直接在单位换好球服袁六点
钟准时和朋友相约在这里打篮球遥 他
说袁相对于封闭的运动场袁他更喜欢在
傍晚余晖下的球场挥汗如雨袁 置身在
充满文化气息的校园里袁 仿佛又回到
了当年的学生时代遥

居住在学校附近的吴先生则是陪
孩子一起来跑步袁吴先生说袁一个假期
足够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遥 在听说
美苑小学运动场对外开放后袁 他便决
定在未来的一个月内袁 推掉每晚的应
酬来陪孩子运动袁 让孩子从此可以养
成每天运动的习惯遥

地点：海口十中
天天上演“篮球火”场地几乎每天都爆满
昨日 17时袁记者走访海口市第十

中学的体育场地发现袁 篮球场获得市
民和学生的青睐袁他们运动热情高涨袁
场地出现了爆满的情况遥

来自海口十中的孙同学告诉记
者袁今年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袁除了
上辅导课外袁 他每天都来学校和同学
们运动两个小时遥 野每天运动一小时袁

健康生活一辈子遥 从暑假开始袁我每天
下午四点多就来学校打篮球袁 每次都
是到天黑才回家遥 因为篮球场很受欢
迎袁我必须早点来这里占场地遥 冶孙同
学说遥

一般来说袁打篮球是大部分男生
的爱好袁但是记者在该校的篮球场上
看到一组女子的身影遥 她们打球的动

作和姿势都非常娴熟袁丝毫不逊色于
场上的男生遥 其中一名女子告诉记
者袁她是本校初一的学生袁听老师说
学校开放运动场地袁 所以每天约上
野姐妹冶来打篮球遥 野每天运动不仅可
以强身健骨袁还可以认识学校的学长
学姐袁收获颇大袁何乐而不为遥 冶林同
学开心地说遥

地点：海口美苑小学
上班族相约球场 感慨仿佛回到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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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区 25 所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开放 野全民健身冶热浪包围椰城

锻炼就在家门口 市民相见恨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茹 吴英艳 陈王凤 实习生 廖习勤 摄影报道冤 8月 8日是立秋袁除此之

外袁还是全国第 11个野全民健身日冶袁你野动起来冶了吗钥 带动一群人袁唤醒一座城遥 7月起袁海口市美兰区有条件的 25
所中小学校操场及操场内的体育设施器材免费向公众开放袁这股席卷椰城的野全民健身冶热潮已向你袭来袁且野气势汹
汹冶,跟着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野现场直击冶袁你一定会被这股活力感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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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民健身热情高
涨袁 但健身器材有使用寿
命袁所以不可避免存在亟待
修复的问题遥 在海口人民公
园内袁比较热门的器材当属
单车健身器袁它模仿单车的
结构设立车座尧 车把及踏
板袁通过蹬动踏板可体验原
地踩单车袁同时对腿部有一
定锻炼作用遥 此器材在健身
区内共有 5个袁但其中一个
却始终无人使用遥 记者上前
一试才发现袁这个被野冷遇冶
的器材左踏板已经消失袁只

剩下光秃秃的滑轮袁踩几下
脚便滑出去袁 无法顺畅使
用遥 此外袁健身区内的仰卧
起坐器尧推揉器也存在不同
程度的损坏遥

市民李大爷告诉记者袁
除人为故意损坏外袁大多数
人还是不太知道器材的使
用方法袁野器材上面会标注
使用方法袁大家热情高是好
事儿袁 但也要注意科学使
用遥 相关部门也应定时对器
材进行检查袁发现损坏的要
及时修理遥 冶李大爷表示遥

使用频繁 部分器材有损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