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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却非运动达人

汤剑文的父亲年轻时是如东
县篮球队队员，他曾在县工人运
动会上获得男子100米亚军。受
父亲的影响，汤剑文儿时与体育
接触较多，尤其爱打乒乓球。
1991年，汤剑文考上北京体育学
院，攻读保健康复专业，4年后分
配到南通市体育科研室（现名为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

“可以说，我与体育结缘已有半辈
子。不过，严格意义上讲，以往我
对体育的兴趣仅仅是玩，远远达
不到运动达人的高度。”他说。

让汤剑文对锻炼产生兴趣，
缘于两件事。

2016年市体育局组织员工
体检，汤剑文有两项指标不合格，
一是血脂偏高，二是发现有肾结
石。“那段时间自己时而感觉心脏
突然加快，步行到五楼也会气喘
吁吁。一个同事见我萎靡不振的
样子，说我‘像小老头’。还有个
同事发现我有高低肩，提醒我要
引起重视。”

那段时间，全民健身上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这引起汤剑文
的重视，“以往体科所的工作，几
乎是为体校运动队服务，如研究
各项目运动员的成才规律，定期
监测运动员身体机能。借全民健
身的东风，体科所对全民健身领
域的投入度越来越大，这几年我
们开展了市民体质免费测试、科
学干预儿童身高增长讲座、接受
市民科学健身咨询等服务性工
作。这一切，要求我不仅仅会‘纸
上谈兵’，还要成为一名‘实干
家’。”

这两件事，促使汤剑文把自
己的健身计划提到议事日程。

两年后体检全部合格

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汤剑
文先从健步走入手，2016年起他
每天锻炼30分钟，同时调整了饮
食结构，少吃肉类、与烟说拜拜、
基本不碰酒。

汤剑文坚持了一年多，初见
成效，2017年参加体检时，血脂
达到合格标准，4毫米见方的肾
结石也消失了。“这给我不少信
心，从此开始有计划地锻炼。3
年前，我在保持30分钟健身走的
基础上，穿插了200米跑或400
米跑，后来逐渐提高到600米、
800米和1000米。”

2018年，汤剑文在市民免费
体质测试中，体质达到“良好”标
准，这让他十分高兴，“虽然距离

优秀还有一定距离，但这个成绩
给了我不少信心。”

让汤剑文迈上“运动达人”的
台阶，缘于去年秋在我市举办的
南通国际马拉松赛。家门口的跑
马活动，吸引了1万多名中外高
手和来自国内各地的爱好者，轰
轰烈烈的竞赛场面让汤剑文深受
感触，“当时我很羡慕那些参赛选
手，心想，如果我也能参加马拉松
赛，该有多好！因此我下了决心，
争取一年后能参加一次半程马拉
松赛。”

今年元旦，汤剑文深刻体会
到长跑运动的艰辛，“当时市体育
局在中创区举办环紫琅湖跑步活
动，全程6.35公里，我连跑带走
终于到达终点，当时的感觉就一
个字：累！”

有目标就有追求，为了实现
年内半马的目标，汤剑文根据自
己的体能设计了详细的训练计
划：每天坚持50分钟健步走的同
时，进行5分钟跑步。“开始一两
个月，跑步距离均不超过 1 公
里。两个月前，我斗胆尝试了一
次12分钟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
意义上的长跑。此后，12分钟成
为我每天的必修课。”

此前三四年科学健身打下的
底子，加上近几个月针对性的训
练，让汤剑文的跑步能力在短时
间内明显提升，“两个月前，我的
3公里成绩是17分15秒，现在已
提高到14分30秒。12分钟成绩
是2550米，达到我这个年龄组的
极好水平。上周，我的体质测试
达到优秀，可谓水到渠成。”汤剑
文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体质何以连跨两台阶

近三年，汤剑文每年进行一
次体质测试，前年为良好，去年达
到基本优秀，今年提升到优秀。
短短两年连跨两级台阶，汤剑文
坦言，体质的提升，完全得益于科
学健身。

对比2018年、2020年两份
体质报名单，记者发现，汤剑文的
不少指标有了质的飞跃：他的肺
活量从3648毫升（得分4分）提
高到4442毫升（满分5分），台阶
指数从60（3分）提高到72（满分
5分），握力从35.3（1分）提高到
52.4（4分）……更惊奇的是，今
年48周岁的他居然个头也长了，
从前年的1.816米增长到目前的
1.828米。综合评分，汤剑文的体
质得分从两年前的24分提高到
30分。达到所在年龄组的优秀
标准。“我的得分，居然超过了曾

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一名同事，大
大出乎我的预料。这很好地说明，
科学健身确实可以明显增强人的体
质。”

多年工作经验加上近几年自我
实践，让汤剑文掌握了一套合理运
动的办法，他说，“健步走和跑步，这
些只是我每天运动的一部分。从全
面锻炼的角度考虑，每天应该进行
2~3个运动项目的练习。除了快走
或跑步，每天我还进行一些力量练
习和拉伸练习。工作日我用于健身
的时间为90分钟左右，周末达到
120分钟。”

汤剑文说，运动不仅使他身体
健康，而且生活上更自律了，最明
显的有两个例子：一是戒烟了，二
是不爱吃零食了。因为这两个肯定
影响状态和体力，影响他每天的跑
步计划。

汤达人设计三份套餐

“体育应该融入每个人的生活
之中，通过运动，强身健身、快乐生
活。”汤剑文说。为此，他根据自己
的经验和实践，为三种人群设计了
运动套餐。

“如果你不喜欢运动，或者因工
作、家庭原因没有太多时间健身，那
也不要紧，运动简餐应该适合你。”
汤剑文建议，“懒人”和“忙人”每天
可进行30~40分钟的快走，强度需
要达到每分钟120步以上。如果没
有能力或没有时间一次性完成，可
以分成3个时间段进行。运动时微
微出汗、心跳明显加快，说明运动强
度已经达到。快走后，应该进行了
一些拉伸运动练习，如伸伸腰、踢踢
腿。“懒人”“忙人”每天可以做做简
单的力量训练，如仰卧起坐，利用哑
铃完成扩胸、上举、肩上举、侧平举
等运动。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运动达人，
那么运动套餐标准要高出两三档。”
汤剑文说，首先每天要有1小时用
于快走或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有
氧运动，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特长
选择运动项目。力量训练方面，可
进行俯卧撑、卷腹、蹲起等练习，按
照每周3~5天、每天3~5组的频率
锻炼。

汤剑文还为65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设计了运动套餐：进入老年阶
段，各项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因此老
年人应着重练习平衡，重点加强反
应速度的练习，目的是预防跌倒。
建议老年人可选择快走、广场舞、健
身气功、八段锦、太极拳等健身项
目。每天运动时间45分钟即可，锻
炼不为提高，而是以减缓功能下降
速度为目标。 本报记者王全立

晚报讯 不久前，南通市第六
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为一名101岁
右侧股骨粗隆间骨折的高龄老人
成功施行闭合复位内固定微创手
术，术后在医护人员和护工的精心
护理下老人恢复得非常好。5月
15日，百岁老人术后第8天就顺利
出院，家人给医护人员专门送上了
锦旗。这也是市六院关节外科今年
以来完成的第2例百岁老人的关节
手术治疗。

5月5日，101岁的陈奶奶在家
行走时不慎摔伤，伤后立即感到右
髋疼痛剧烈，不能正常站立、行走。
经过检查，诊断为右侧股骨粗隆间
骨折。考虑老人高龄、高血压（极
高危）且有II型糖尿病，手术风险
较大，其接连被其他两家医院婉
拒。看着老人被疼痛折磨、卧床不
起，子女万分不忍，经他人介绍转
到市六院关节外科找到了科主任邓
建华就诊。

邓建华主任亲自为老人做了详
细检查，发现老人右下肢明显外旋、
短缩畸形，外旋90°，右大转子压痛
明显，且患有高血压III级（极高危）、
脑梗、轻度脱水、精神状态欠佳，手术
治疗风险高，围手术期易发生心脑
血管栓塞和肺栓塞、肺部感染风险、
心衰等并发症，严重时可危及生
命。但是为了提高老人的生活质
量、减少卧床并发症、延长寿命，经

慎重考虑后决定住院手术治疗，并与
家属沟通达成一致意见。经过补液、
增强营养、吸氧等治疗，尽快改善了患
者的机体状态，为保证手术顺利，手术
前关节外科邀请手术室、麻醉、ICU、
康复科、老年科等联合会诊，制订了详
细的手术方案，做好了精心准备，于入
院后第三天顺利完成了手术治疗。

术中采用闭合复位，微创插钉（髓
内钉）内固定技术，术后在医护人员精
心的治疗和护理下，陈奶奶恢复很快，
连护工阿姨都为老人的快速康复感到
高兴，“她精神好着呢，早上吃一个鸡
蛋、一大碗粥，呵呵。”

“六院医生的技术和服务都是呱
呱叫的。人家都说老人最经不起摔，
一摔就没命，而且我们已经先后被两
家医院拒绝收治，但没想到我母亲的
手术会如此成功，现在不痛，睡得好
了，胃口也好了，这么快就出院，我们
心里高兴啊。”出院当天，陈奶奶的女
婿连声道谢。

在此，邓建华提醒：人到老年后，
多伴有骨质疏松，即便是很小的外力
作用也会造成严重的骨折，常见的是
股骨粗隆骨折、股骨颈骨折和桡骨远
端骨折。一旦出现骨折，对老年人来
说是非常致命的打击。因此，子女尽
量不要让老人单独外出，万一摔伤，应
尽快送医治疗，切勿耽误病情。

通讯员张凌丽 记者冯启榕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及时从南
苏丹运送回来。”近日，因胃部疾病
在上海接受治疗近一周的南通苏中
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邓生根，谈起自
己从国外辗转回国治病的经历，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总部在
海安市。邓生根是海外分公司位于
南苏丹一油田项目土建工程的项目
经理。今年4月上旬，他突发胃出
血，受限于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化验
确诊和治疗，再加上已多日无法进
食，生命岌岌可危，转运回国救治刻
不容缓！然而，当时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东非地区各国已全面封关、
断航，仅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每周
有一班飞机直飞上海，但该公司赴
华机票7月底前已全部售空。幸运
的是，在外交部、民航局的关心和协
调下，邓生根的机票问题得到了解
决。但是，如何将患者从南苏丹送
到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
场，依旧困难重重。

“通过沟通后，决定使用医疗包
机转运方案！”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
司海外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迎华透
露，包机转运涉及肯尼亚、南苏丹和
埃塞俄比亚三国，首先要协调一架
医疗包机，从肯尼亚内罗毕起飞，前
往南苏丹朱巴接患者，再飞往埃塞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从那里再转飞中
国上海的航班。“该方案仅靠公司很难
协调，幸好有三国使馆的帮助，才顺利
解决。”

据悉，为确保患者能够及时回国，
在当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情况下，
我国驻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大
使馆外交官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
协调驻在国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开辟绿色通道，确保每一站都有专人
接送。

4月27日下午4点30分，从肯尼
亚内罗毕起飞的医疗包机顺利降落南
苏丹朱巴国际机场，接上患者邓生根，
飞往埃塞俄比亚。当晚，邓生根在亚
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顺利登机并安全
抵达上海……就这样，一场跨越多国
的爱心接力迅速展开。

4月28日，接南通苏中建设有限
公司的申请，海安涉外防控指挥部积
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主动联
系上海市外办、海关等口岸部门，派遣
专用车辆，进入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严
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闭环管理
要求，门对门转接邓生根，并第一时
间送到海安定点医院隔离病房实施救
治。5月13日，结束了在海安定点医
院的隔离，邓生根转至上海继续接受
治疗。 本报通讯员陈俐君 许小健

本报记者陈静

“小老头”变“阳光大叔”要多久？
实践者告诉你：这样做4年就行！

从 同 事 眼 中 的“ 小 老
头”，到熟人眼里的“阳光大
叔”，这之间需要多少年的磨
砺？如果你有足够的恒心，
再加上针对性的科学健身，4
年足矣。如果你有兴趣尝
试，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所长汤剑文可以提供这份运
动秘方，他就是当年的“小老
头”、今天的“阳光大叔”。

一周前，汤剑文参加了
今年市民体质免费测试首站
活动，体质诊断报告为“优
秀”。“优秀”的含金量有多
高？参加首站活动的 153 名
市民中，体质达到优秀标准
的不足 10 人。由此看来，汤
剑文的身体确实很棒。

百岁老人摔成骨折
术后8天顺利出院

海安重症患者
成功回国治疗

南通苏中建设公司员工在非洲突发
胃出血，通过多国爱心接力——

▶汤剑文在跑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