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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跷“二郎腿”
沙发上耍宝似人类

商周时代最“豪华”车辆
整体搬迁发掘

600余年“所城里”修缮
市民拍照留念

近日，山西运城百里盐湖，这里的
植被随着天气变冷，变成红色。 每年霜
降节气过后， 有着132平方公里的古老
盐湖， 大部分植被像枫叶变红一样，由
绿变黄，渐粉，转红，最后成血红色， 像
湖面上铺了红绒毯， 这种红染盐湖的
壮观场面成为盐湖自然景观一大特色。

近日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透露 ，
考古人员对陕西周原遗址发现的迄今
所见商周时代最 “豪华” 的车辆， 进
行整体搬迁室内清理。 目前， 车厢已
基本显现出轮廓， 三面有华丽青铜饰
件， 其中两处侧板有 “兽面”。 图为考
古人员进行清理发掘。

烟台所城里有600多年历史， 是烟
台城市最早的发祥地， 保存了大量清
代、 民国时期的传统民宅建筑。 历经
百年风雨 ， 所城里的部分建筑已老
化 ， 目前该街区已启动修缮与改造 。
图为民众来到所城里老街区拍照， 希
望留住改造前的影像。

运城盐湖植被变红
远望如红色绒毯

风靡半个多世纪的
全民健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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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操”变身首套广播体操

“发展体育运动 ， 增强人民体质
……大家来做广播体操……” 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 每到课间或工间， 收
音机里， 机关大院、 厂矿企业的大喇
叭里， 就会响起这种亲切的呼唤。 那
千百人一同做广播操的盛景， 上了岁
数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早在1949年9月21日， 全国政协第
一届会议召开并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便规定， 要
“提倡国民体育”。 可当时我国的体育
事业毫无基础可言 。 当时的北京城 ，
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1937年修
建的先农坛体育场。

1950年底，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
委会收到一份报告。 报告是我国首支
体育代表团成员杨烈从苏联考察回来
后递交的， 她建议新中国学习并效仿
当时苏联的 “劳卫制” （即 “准备劳
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创编一套
全民健身操。 由于她这个建议与国家
“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 的思
路不谋而合， 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后
来， 杨烈求助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是北京
师范大学体育系科班出身、 曾学过日
本体操的专业人才。 早在上大学期间，
她就开始做一种 “辣椒操”， 还曾经在
全校做过推广。

所谓 “辣椒操”， 就是一种从日本
引进的、 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随着
来华日本人的增多， “广播体操” 被
带到中国。 日语广播的发音， 非常类
似汉语的 “辣椒”， 很多中国人便把这
种体操称作 “辣椒操”。

在 “辣椒操” 的基础上， 刘以珍
创编出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 并
为其配上了文字说明。 她还请来著名
的体育教育家、 清华大学体育老师马
约翰做这套操图解上的模特。

1951年11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这一

天， 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 中
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卫生部、 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 《关于推行广
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12月1日， 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 《广播体
操》 的音乐。

《新四军军歌》作者为首套操谱曲

首套广播体操创编出来后， 还要
给动作配上音乐。 有人向刘以珍推荐
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 何士德曾经谱
写过雄壮的 《新四军军歌》， 请他来谱
曲自然合适不过。

但是， 让音乐和体操动作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一
首好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节奏，而且要
非常连贯， 但是广播体操动作是分节
的， 一节和一节之间要有停顿， 从配
乐的角度讲必须有区别， 做操的人才
能听得明白。 而且， 给广播体操配乐
的时候， 编操的人要求动作做到几分
几秒完成， 音乐到了几分几秒也必须
有一个停顿。 所以，让体操动作和音乐
完全合拍，是录制工作中最大的难题。

以后来的第五套广播体操为例 ，
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录音时， 乐团和
工作人员七八十人， 愣是录了三四个

通宵才完成。
1952年， 毛泽东主席提出 “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得到
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一位老市民回
忆： 当时政府机关和厂矿企业一般都
有工间操， 学校有课间操， 军队也有
出操制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早晨6
点半起， 一上午就播好几次广播操乐
曲。 那时候， 学校出操率接近100％，
厂矿企业也有80％以上的人做操 。 在
工人体育馆和北京体育馆还经常搞广
播操比赛， 人们做操的积极性非常高。

用广播传媒手段， 有组织、 有领
导地在全国开展做体操活动， 成为具
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体育文化现象。 我
国自1951年颁布第一套广播体操以来，
至今已推出九套， 平均五六年推出一
套。 此后， 国家体委又根据不同年龄、
不同工作， 制定并推行了成年、 少年、
儿童三套体操， 公布推行了适合工人
做的钢铁工人操和纺织工人操， 大大
丰富了广播体操的内容。

唤醒更多人的健康意识

“文革” 期间， 广播操和其它体育
活动基本上停止了。1980年8月，北京市
政府发出通知， 批转了市体委 《关于
恢复机关工间操和其它体育运动的请
示》 报告， 要求各机关切实开展好工
间操和其它体育运动， 增强职工体质。

尽管有一些单位坚持不懈地做广
播体操， 但广播体操的声音还是越来
越少， 跟着做的人也越来越少。 2003
年， 北京市推出了5套工间操。 此后，
工间操又发展出20多种花样， 多了融
合体操、 舞蹈、 音乐于一体的双环操、
专为女职工设计的很有时尚感的瑜伽
健身操， 以及专为办公室经常用电脑
的白领设计的 “座椅太极”。

按照北京市总工会要求， 2011年
全市职工参与健身活动比例应达到
60％以上， 国有企业参与工间或工前
操活动应达到100％， 机关事业单位应
达到70％， 工间操的开展情况成为各
单位一把手的考核指标之一。

时至今日， “全民同做一操” 的
盛景或许不会再重现， 但只要广播体
操能提醒各单位切实重视职工的健康
状况， 能唤醒更多人的健康意识和健
身习惯， 便是其价值所在。

摘自 《北京日报》

广播体操

伴伴随随着着生生活活水水平平的的提提高高，， 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人人开开始始注注重重体体育育锻锻炼炼，， 厉厉
害害的的敢敢跑跑马马拉拉松松，， 再再不不济济也也要要每每天天在在微微信信运运动动里里拼拼个个步步数数，， 这这劲劲头头
令令人人联联想想到到昔昔日日的的广广播播体体操操。。 上上世世纪纪五五六六十十年年代代，， 广广播播一一响响，， 千千百百
人人便便同同时时做做操操，， 这这道道独独特特的的风风景景不不仅仅是是我我国国群群众众体体育育运运动动的的缩缩影影，，
对对很很多多人人来来说说也也是是一一段段温温暖暖的的记记忆忆。。

近日， 加拿大护士曼迪·斯坦提克
在她的一次常规旅行中捕捉到这个画
面， 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的一个垃圾场，
一只黑熊正像人一样坐在一张废弃的
沙发上， 双腿交叉， 爪子搭在沙发扶
手上， 仿佛在享受着舒服的沙发。 曼
迪·斯坦提克说这种景象并不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