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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思文健身时的镜子是卧室玻璃。床边到窗

户这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空地，摆着哑铃。每天晚上，

他拉开窗帘，仔细端详玻璃反光中的肌肉剪影。这

是上海小区封控后，他开启居家健身的第 5天。

居家办公的第二周，傅思文所在公司在工作

日的夜晚定期安排了线上跳操课，所有员工在腾

讯会议 App 里，和一位运动达人一起舞动。傅思文

跟着同事跳的第一节课是尊巴，“家里场地太受限

了。”当教练喊着往前走三步、往后退三步的时候，

他只能原地踏步，“往前走三步就撞墙了，往后退

三步就躺床上了。”跟了一次操课之后，傅思文选

择放弃。

这个春夏，上海北京接连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年轻人被困在居住的一方天地，在几平方米的空

间中，他们生活、吃饭、工作，同时还保留了一项爱

好：健身。

早在 2011 年，保罗·威德的《囚徒健身》首次

出版，这本书一开场便介绍了罪犯在监狱中为了

生存，如何利用自重健身获得力量的故事。如今，

这个概念再度流行。《2020 年中国居家健身短报

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观察期，让更多健

身爱好者、渴望提升免疫力的人群开始关注居家

健身。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以玻璃当镜子能让傅思文知道他的动作是否

对称，白天天气不好的时候，玻璃的反光不够，傅

思文只能自己体会肌肉酸痛是否一样，来调整第

二天两只胳膊的位置。

居家头 10 天，傅思文处于躺平状态，一天的

日常内容就是工作、做饭吃饭、下楼做核酸，他开

始入睡困难、经常半夜做梦惊醒。傅思文把这个问

题归结于运动量不够，疫情之前，他上班前先去公

司旁边的健身房打卡。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白领姜杨身上。被封控在

上海家中的姜杨正在为他的同事编排居家操课。

他是一名兼职的健身教练，疫情之前，他是健身房

的常客，每周教授 3 节左右的莱美和单车课程。

姜杨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健身，这让他从一个

180 斤的胖男孩变成一个 8 块腹肌的健身教练。对

于姜杨而言，健身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4 月 8 日起，因为他的健身教练经历，姜杨公

司的 HR 联系他，请他晚上线上带领同事在家跳

HIIT（高强度间歇训练），做深蹲和有氧，“波比跳

肯定是要收着点，天花板一共就 3 米高，大开大合

地跳肯定是不行的。”

3 月中旬，姜杨所在的小区被封，他同步开始

打造他的居家健身房。疫情之前，姜杨家里只有

瑜伽垫，疫情之后，他清理干净阳台，又买了俯卧

撑支架和动感单车。4 月，居家健身房和训练模式

打 造 完 毕 ：每 天 在 家 做 100 个 俯 卧 撑 ，早晚各 50
个。晚上跳操或者骑单车，“感觉像在外面骑自行车

一样。”

居家健身房“营业”之前，这里是他的客厅。办

公结束后，姜杨把带轮子的沙发和茶几都移开，在

客厅空出六七平方米，垫上瑜伽垫，连上音响，再

拿出两个 5 升的矿泉水瓶。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这是姜杨第一次“组

装哑铃”，把两个矿泉水瓶放在肩膀上做深蹲。

卞大典住在北京，曾经洗澡只需要 10 分钟，

最近时间增加了一倍。为了居家健身，他买了一个

引体向上杆，后来发现只有家里的卫生间悬挂尺

寸合适。疫情居家后，卞大典每天洗澡前在杆上

“荡秋千”，这是他居家后的晚间休息仪式。

2020 年疫情时，他曾因为居家，体重突破了

200 斤。5 月北京疫情，卞大典楼下的健身房关门

了，他开始尝试居家健身，“体重不能再上去了，太

难减了。”

因为卫生间的高度较低，卞大典垫着脚尖就

可以碰到杆子，每天洗澡前，他收回小腿，蜷起双

脚，双手挂在杆子上，以此来训练自己的核心力量。

白天在午休时间，卞大典喜欢沿着鸟巢旁边

的马路走 5 公里，起初，为了不被家人干扰，卞大

典在家里的阳台上用哑铃健身。但他总是担心一

抬手碰到玻璃门，一迈步踢到花盆，最终不得不改

为户外走路。

健身是一天中的仪式感

5 月 4 日 后 ，李 辉 因 为 北 京 疫 情 开 始 居 家 办

公，但他可以走出房间健身。这段时间，李辉最期

待的就是每天中午“盛装打扮”去举重。

中午 12 点一到，李辉脱下睡觉和工作时一直

穿的睡衣，换上运动衣，给自己调制一杯电解质

水，背上健身包出发。在疫情之前，李辉早晨会研

究穿哪件衣服上班，晚上会给自己和朋友调酒。

上午工作时，李辉常常瞟一眼屏幕右下角的

时间，“快到 12 点的时候心情都激动了”。他每天

午休 90 分钟，去练习一次举重，这个时间刚刚好。

李辉说，精神状态、运动能力的提高是他健身

后最大的成就感，“肌肉变大，比之前跳得高跑得

快，举重的重量越来越大。大重量会逼你，把所有

的身体肌肉全都调动起来。每深蹲一下，全身肌肉

都绷紧，刺激一下太爽了。”

对于李辉而言，长远的自我实现、家庭幸福、

事业成功这些目标都太宏大、遥远了。疫情之后，

每月定期旅行的短期快乐被迫取消，唯有运动能

调适自我。

李 宗 慧 是 北 京 朝 阳 区 海 欣 游 泳 健 身 房 的 店

长 ，疫 情 期 间 ，他 每 天 在 家 分 组 完 成 200 个 俯 卧

撑。北京体育大学游泳教育专业科班出身的他，要

求员工疫情期间在家打卡健身，进行抗阻力训练。

受疫情影响，不少上海和北京的健身房倒闭

了。《2021 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场馆方

面，由于部分地区受到疫情的影响，2021 年与健

身相关度较高的广义健身类场馆数约 14.9 万家，

相比 2020 年的 15.7 万家下降了 5.1%。其中商业健

身俱乐部 41917 家，环比下滑 5.39%，健身工作室

51939 家，环比下滑 3.01%。

李宗慧是在疫情期间投资健身房的，2021 年年

末，他和合伙人抵押了房产投资健身房。他认为，健

身的需求一直存在。北京疫情期间，他辗转于各个健

身房的出租方，处理免租金的事宜。

健身房不开门，教练们没有办法做专项训练，

“这些人都要急死了，有的员工甚至想去护城河里游

泳，两个月不游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动作没有那么柔

和了。如果半年不下水就真的不一样了。”

李宗慧选拔员工的标准之一就是“身材”，除了

教练，他对销售顾问和前台也有身材的要求，“只要

是健身行业里的员工，身材就不应该很走样。如果我

是客户，员工的身材会影响我。”

不仅是职业运动员和健身教练，普通人中也弥

漫着身材焦虑。28 岁的王小玮在居家封控期间瘦了

11 斤，身高 172 厘米的她，目标体重是 100 斤，目前

还有 6 斤的差距。曾经一直练习跳舞的王小玮“总是

感觉自己身材不够好”。

居家工作第三天，王小玮出现了颈椎疼痛，站起

来头晕。小区的新增阳性病例越来越多，宠物狗的狗

粮马上吃完，王小玮越发焦虑。第四天，王小玮开始

跳操，这成为她居家两个多月来缓解焦虑的方式。

“健身的时候能让我忘记这些焦虑，分泌多巴

胺，获得快乐。”王小玮说。

当看到体重秤上数字不断降低，王小玮很有成

就感。最初健身，王小玮是为了疫情后在男友面前展

现一个更好的自己。然而疫情期间他们分手了，健身

成为她忘记负面情绪的一种方法。

在线出汗

疫情给全民“居家健身”带来了契机。曹梦琳是

一名抖音健身博主，截至 7 月 5 日，她的账号卡里路

老师有 401.4 万粉丝，7 月的第一个周末，她涨了 2 万

粉丝。

晚上 7 点，她准时开始直播，在动感的音乐里一

边带领动作，一边告诉粉丝：“这个动作对瘦腿很有

效果⋯⋯臀要往后推⋯⋯五四三二一”。在曹梦琳设

计的燃脂健身操中，动作都可以在一步之内完成，不

需要宽敞的空间和专业的设备。

6 月下旬以来，曹梦琳的直播间平均有 3.5 万名

观众。弹幕区尤其能感受到这种万人线上健身房的

气氛，不停有粉丝互相加油打气、立下减肥目标。

2016 年 ，曹 梦 琳 开 始 从 传 统 健 身 教 练 转 型 线

上，2020 年下半年，她全职做线上健身主播。

36 氪《2021 年轻人运动健身报告》显示，有规律

运动习惯的 90 后和 00 后，分别占所属年龄群体的

76.8%和 58.3%。但是他们受“工作太忙”“缺乏场所”

“缺乏器材”等问题困扰，期待找到更符合现代生活

规律的健身方式。

每天跟在直播间健身的粉丝，并不是那些曾经

泡在健身房的常客，相反，她的粉丝多是从未去过健

身房，或是没有在健身房坚持下来的那批人。曹梦琳

的粉丝画像中，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30-50 岁的

女性，减肥、身材变好是粉丝的主要诉求。

“健身本身是一件比较反人性的事情，很难坚持

下来。”曹梦琳最初也经历过迷茫期，在传统健身行

业工作 23 年后，她在直播间变成一名新人教练。起

初她的直播课程动作难度比较大，需要一定的体力

和专业门槛，效果并不好，“我们的客户是从沙发上站

起来的那些人。用户的需求很简单——能够出汗。”

对于傅思文而言，从单一场景下的重复性运动

中寻找快乐，更像是一种不得已。6 月初，傅思文公

司附近的健身房恢复营业了一个周末。那个上午，他

不顾风险，坐了 40 分钟地铁，扫了 3 次健康码回健身

房锻炼。

（文中除姜杨、李宗慧、曹梦琳外，其他均为化名）

从沙发上站起，来一场囚徒健身

疫情居家时，姜杨在家里阳台用矿泉水瓶代替哑铃进行健身直播。

姜杨疫情前在健身房教动感单车课程。

□ 魏 晞

夏天夏天悄悄来临，气温
震惊你。刚刚过去的这个星
期，四川许多城市气温突破
40℃，且持续“高烧不退”。
这里气象观测站的实时气温，
一度超过新疆吐鲁番。7 月 10
日，湖南一天发了 99 条高温
预警。而就在同一天，上海徐
家汇观测到的气温达到 40℃，
这是上海自 1873 年有气象记
录以来，最早达到这一温度的
一天。

这并不是局部的现象。拉
开一张中国地图，热浪还席卷
着陕西、重庆、湖北、安徽、
江苏、浙江。有气象爱好者预
测，今年夏天，还将出现更热
的天气。

高温是夏天的宿命，但是
如今它的到来越来越超出人们
的想象。因为它，人们甚至必
须改变一些日常的计划。在这
波热浪到来之前的六月，河南
一些地方的玉米地、花生地都
干裂得长出了皱纹，农民不得
不延迟水稻播种的时间，直到
盼来几场雨灌溉农田。意大利
关闭了城市里的喷泉，为了节
约用水，一项新通过的条例禁
止居民洗车、浇灌花园。意大
利博洛尼亚省的一座城市要
求，城内理发店不得为顾客冲洗两遍头发。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天气越来越极端的地球
上。最明显的感觉是，温度越来越高，夏天来得异常
得早。巴基斯坦早在 3 月就迎来了今年第一波热浪；
法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 5 月；截至 6 月中旬，美
国堪萨斯州热死了2000头牛。

今年3月，北极和南极的气温已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最新研究，北极变化的速
度是全球的4倍多，在此前许多科学家的预测里，两
极的异常升温，应当作为极端天气事件的重要预兆。

高温改变着人类的生活，连高效率运转着的城
市，都摁下降速键。法国的用电量激增，不得不进口
电力。同样激增的还有医疗人员的工作量：法国大多
数医院因高温处于饱和状态，卫生部门只好建议居民
减少外出，避免体力劳动。美国的米德湖，是世界最
大人工湖之一。如今，它的水位降至有史以来最低水
平，影响了近2500万美国人的饮水供应。

西班牙城市里的雏鸟，在这高温天气里挣扎着起
飞——被鸟类研究小组的成员发现时，它们已经掉落
在地面上，脱水死亡。山川雨林也同样遭受着高温侵
袭。西班牙的山林火灾变多，挑战着消防工作者。在
澳大利亚一项新研究中，1979 年至 2019 年这 40 年
间，澳大利亚更频繁出现容易引起野火的“火灾天
气”，倘若气温持续上升，这类天气会更频繁发生。

珠穆朗玛峰的冰川，也正以每年 1 米的速度变
薄，以至于为攀登者、探险队提供补给的大本营，因
冰川融化带来的潜在风险，正计划重新选址。7 月
初，意大利的冰川滑坡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
这个山顶温度常年在 0℃以下的高山冰川，近日山顶
温度攀升至10℃。

南极蠓，唯一生活在南极洲大陆上的特有的昆
虫，也有可能因此灭绝。尽管它为抵御极寒学会让身
体脱水，但在当下，高温会加快耗尽它脱水所储存的
能量，降低存活率。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人类：未
来全球绝大部分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将出现更多、更
强、更持久的极端高温。

与气温一同上涨的，还有耐高温的电缆销售量：一
家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到 2026 年，全球高温
电缆市场增长势头将以8.9%的复合年增长率加速。

每年都有媒体在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
但再过一年，人们又迎来更热的夏天、破纪录的气
温，以及接踵而至的因高温而引发的灾难。

根据统计，美国每年因高温死亡 1500 多人，超
过飓风、洪水、龙卷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里，
高温热浪引发的伤亡人数，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其他极
端天气事件。

与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地震等灾害相比，高温太
稀松平常了，因此它的危害性，常常被人们忽略。每
年因高温而导致的灾难，在重复地上演。然而，我们
却没有足够认识这个“沉默的杀手”。

南洋理工大学一位教授曾做过预测，如果气温持
续升高，未来太阳一冒头，人类就不再适合外出，

“当人体温度因高温超过 40℃，热衰竭和中暑的风险
随之提高。”

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一位硕士生发现，高温热浪
结束后的强降温天气，高血压患者的就诊量和死亡量
都明显增多。这似乎是目前高温热浪研究的短板——
国内外大多研究集中在高温期间的心脑血管疾病，而
极少关注温度大幅下降后，对人体的影响。

生活在一个发烧、退烧、再发烧的地球上，人类
显然没有完全做好应对的准备。在高温面前，人类建
造起无坚不摧的大城市，显得并不那么牢固。

人们往往以为日落后温度自然会降低，但城市里
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在白天吸收热量后，夜间散
热慢，延续了白天的高温。香港的一项研究表明，高
密度城市缺少绿化和通风，使得“热夜”引发的健康
风险甚至高于日间酷热。

近年来，各地学者呼吁，城市规划设计应该注重
预防城市高温灾害：多中心的规划，比单中心更有助
于缓解城市高温；在高温严重的区域，可以更改土地类
型，增加自然植被、水体等降降温；城市的道路朝向应
该考虑夏季主导风向，打造易于通风的道路系统。

在 2003 年欧洲高温灾害后，英国开始每年编
辑、更新全国范围内的高温规划：《2011 伦敦气候适
应战略规划》 就从城市、社区、建筑3个方向采取措
施，减少城市热量，增加对脆弱人群的保护，比如在
城市的上风向区域，和人口多的中心区，规划马赛克
式、小规模而密集的绿地。

除了日常的城市建设要适应高温气候，英国还建
立了高温灾害发生时，及时监测、预警、应急救援、
灾后评价的一套完整的城市高温防灾体系。

但是相比于一波又一波的高温天气，我们的准备
还是太少了。比如，关于农村应该如何度过高温热浪
的研究乏善可陈，关于应对高温有效的法律和规章，
也不成体系。我们的生活经验、城市规划、法律规章
似乎只适用于过去的地球，而面对未来逐渐升温的地
球，我们还没做好充足的准备。

席卷吧

，热浪

！

□ 秦珍子

用生命对抗暴力的崔译文，不该再一次遇见
“暴力”。

她的故事，我们 3 年前报道过。她在同学遭遇
歹徒袭击时挺身保护，身中8刀。她的伤口要用钢
丝缝合，疤痕像用订书机订过。

看上去，小崔弱质纤纤。当时她才 20 岁，体重
不到90 斤。被刺中一次后，她捂着伤口追上歹徒，
再一次把同学挡在身后。

“我们俩都活下来，就是最好的结局。”她说。
这样的英勇，值得这个世界的注目，无数人以

自己的方式向她表示敬意。
广西灵川县政法委向她颁发“见义勇为积极

分子”荣誉证书，教育部授予她“最美大学生”称
号，最近，她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和“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数亿人在社交平台读过她的事迹。
前几天，有个微博账号发了崔译文的故事。在这条
微博下面，出现了画风奇怪的评论。

“麻烦转告她，我愿意娶她，真的。”一名网友
写道。

这句表白瞬间就陷入了围攻。
有人说“能别这么自信吗”，有人反问“你配

吗”，有人讥讽“姑娘是立了功，又不是犯了罪”⋯⋯
回复超过8000条，牢牢站住热评第一的位置。

我也不喜欢这句表白，理解网友的“气结”
之处。

“我愿意”原本是一句郑重的承诺，它应该发

生在两个彼此相爱、相托的人之间。但一句随口的
“我愿意”，则显得一厢情愿，在上述的语境中，还
有一种“怜悯”和“施舍”的口吻。中国女性已经到
了自由、自主、自立的时代，早不需要“有人愿意
娶”来确认价值。正如网友所说：“好像你愿意娶她
是给她的至高荣誉似的。”

更何况，崔译文的英勇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性
别意义”，是人类、人性的“至善”——拿一只甜筒
去装月亮，装得下吗。

批吗？批吧！论吗？论啊！
这样的批评与讨论，的确有价值。且不说能

改变啥，推动啥，最起码，能让一些人反思一下
自己的观念，润色一下自己的赞美，调整一下自
己的行为。

然而，这场讨论中还夹杂着另一些声音，有侮
辱谩骂，譬如“晦气”“围观精神病”；还有人身威
胁，譬如“我愿意揍你”“受不了了，有没有同城‘代
打’”之类。

这就超出“批评”和“讨论”的范畴了吧。
不少人涌到表白者私人微博页面，在与此事

毫无关系的个人记录下，骂他是小丑，质问他为什
么想害人家姑娘，说他是令人作呕集大成者，甚至
扒出他照片嘲讽他的外貌。一条评论格外引人注
意：“你配不配啊，你是清北毕业？还是海归留学？
你是有一个亿？还是有三套房？”在我看来，功利主
义地、用这些标准去匹配崔译文的光荣，和用婚姻
丈量女性的价值一样差劲。也许这位网友，是想用
魔法打败魔法吧。

这不就是网暴的基本形态吗？当小崔姑娘用

生命对抗暴力时，说着敬佩她的人，却在亲手实施暴
力。然后他们骂着骂着就忘了，最开始让大家围拢而
来的，是小崔啊。她的伤对生活有影响吗，歹徒被绳
之以法了吗⋯⋯大家忘了问了吗？

至于那个表白者，我也相信，他是出于对小崔姑
娘的“敬爱”才说出了那句令人“不适”的话。

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在理解与表达这两件事
上，我们都受限于知识框架、价值观念、思考角度和
深度、词库是不是丰富⋯⋯不存在完美的人，也不存
在完美的表达。此一刻达成共识的、普世皆美的，下
一刻亦未知如何。

同是赞美一大片水，范仲淹说“浩浩汤汤，横无
际涯”，我三舅爷可能说“大海真是大”。我三舅爷和
范仲淹怎么比，但他没有权利表达吗。再比如，一个
乞丐真诚地赞美国王王冠上的宝石，“我愿永远装它
在我钵钵里”。善良的网友大概也不会说出“你也配”

“宝石差你一只讨饭的碗来装吗”。
那个表白者，也许他的表达拙劣，不够正确，但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不一定读了很多书，不一定有
过很多思考。他以为他的表白，是他拿得出手的最
动人的“话”了，结果他面前是“认知”的千沟万
壑，随意跳一跳，就跳沟里了。那些抖着机灵辱骂
他的人，和他的“自信”有什么差别呢？当我们自
己还在反复地“燃”“破防”“yyds”，我们有资格
笑话别人“词穷”吗。

那个表白者，他需要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女
性的美和力量，已不需要“婚姻评价”；需要知道在中
国，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在校生中
女研究生人数 50.9%。那些辱骂者，也需要知道，为

各阶层争取权利“平等”，需要热烈的表达，更需
要实在的奋斗。辱骂骂不出真知灼见，只能看见口
水横飞，真想让这个小伙子“醒醒”，需要理性的
批评。

有人总结，当下的互联网讨论，常常掉入一种于
追寻真理、建立共识无效的循环。比如“狂欢——制
止狂欢——反思——制止反思——接着狂欢与反
思——骂战”，比如有人愤怒，就有人出来劝人息
怒，再引发新一轮针对“请息怒”的愤怒。

大家怒着骂着，离事件的核心越来越远，最后的
结局，不是在对骂中找到真理或真相，而是在对骂中
渐渐遗忘。

我翻了翻那个表白者的微博，在过往的岁月里，
他曾赞美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老先生“伟大”，也
曾为国旗护卫队发“大拇哥”，他“致敬”过抗战老
兵，也在国家公祭日送上“蜡烛”。他调侃过自己
单身，也怀念过和友人的情谊。他的文字一直都很
普通，没有太华丽，也没有什么恶意。遗憾的是，在
密集的攻击中，他设置了“半年可见”，也删除了一些
内容。辱骂者砍去了他互联网形象的一部分，他怕了，
这就对了吗？

我们批评、反思、抗议、斗争，都是为了寻求更大
的共识，这过程大概永无尽头，但寻求共识的过程，
正是为大多数人谋求福祉的过程。

骂那个表白者，能让他瞬间一激灵；建立更多共
识，才能让这个时代，配得上小崔姑娘的英勇。

最后想说一句，他的“词穷”是真的，但他的敬意
也是真的。

“麻烦转告他，我愿意相信他，真的。”

毕竟骂他不是目的

李宗慧在游泳。 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