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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外籍老师奔跑24小时募善款援建尼贫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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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今天上午

8点起，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位于松
江的中学部，将展开一场“ 奔走风
暴”，来自美国的Chris Gibbs老师将
在这里挑战24小时连续奔跑，以此募
捐善款，援建地处尼泊尔达卡乡下的
一所贫困小学。Chris所盼望的是，到
时候奔跑的不止他一人，因为一起跑
的人越多，代表募捐的善款就越多。

挑战连续奔跑24小时
6月3日，离开跑还有4天的星期

日，一直住在包玉刚学校松江校区的
Chris来到了城里，这将是他开跑前
最后一次进城，为了买一些必需的用
品，大多是那些无法在松江找到的会
让他的身体感觉更舒适的食物。

“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吃得比
平时多，睡得比平时早，尽量增加我
的能量储备。”Chris笑说，“ 你会觉
得摄取碳水化合物有了更多乐趣。”

Chris有寄宿经验并曾带领过青
年旅行项目，拥有野外急救资格。他
曾参加过中国铁人三项赛，去年夏
天还参加了在新疆举办的250公里
国际“ 戈壁长征”徒步赛事。这些经
历让他获取了这样的经验：吃很多
的同时又减少锻炼，会让身体感觉
更重。“ 然而，这样的身体会让我更
渴望去做一次长跑！”

今天，他就要迎来这场他思谋
了数年的奔跑。24小时，从今晨8点
到明晨8点，他将不间断地跑，地点
就在包玉刚实验学校松江校区的
300米跑道上。

“ 我会在第6根跑道上跑，为了
扩大转弯和减轻对膝盖的影响。”
Chris说，医生会在跑道边候命，下午
4:00和晚上10:00，会给他做两次快
速的身体检查。此时他可以短暂休
息，然后从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
跑步。最难熬的是夜晚，他准备用听
音乐来解除疲劳。实在不行，他会喝
咖啡，虽然他不是个咖啡爱好者。

四张桌子将被放置在跑道旁
边，三张放一整天需要的食物和水。
第四张则会由志愿者老师坐着记录
跑的圈数，以得出最后他跑的距离。

“ 最好当然是每跑一公里，就有人能
为这一公里付点钱。”他笑说，所以
他愿意多跑几公里。

跑道边会有一个募捐箱，接受
来参观、参与这次活动的老师、家

长、学生和朋友们的捐款。Chris这次
奔跑的目的是为位于尼泊尔达卡的
一所学校募捐善款。

每一分钱都将送到尼泊尔
去年起，Chris就已经在网上开

设了一个筹款网页“ 为尼泊尔伸出
援手”，到现在，筹集的款项已经达
到2000美元。其中有他父母的250美
元，也有来自美国朋友的捐助，就在
昨 天 ， 学 校 的 学 生 PERTER
HUANG捐了50美元，他在网页上留
言：“ 这很棒，我从未听说过。50美元
是我现在仅有的，希望将来我能再
多捐些。那天晚上我会在终点与你
一同庆祝。也希望下次能与你一起
去尼泊尔的那所学校看看。”

Chris毕业于美国朗伍德大学体
育教育专业，毕业后在台湾工作了
三年，如今在上海工作了一年不到。
三年前去尼泊尔的一次徒步，给了
他很大的触动，让他自此之后一直
致力于给予当地一些帮助。

“ 达卡是个位于尼泊尔首都加
德满都以北的小镇。一个到达卡的
访问者会这样评论，当地人很热情，
景色壮丽，生活俭朴。然而，达卡也
是许多缺乏必要的支持来提供优质
教育的乡村之一。”Chris说，他所募
集到的所有款项都将直接支持村里
的小学，那里有大约80个1-4年级的
学生，只有一个教师。“ 这个特殊的
学校需要钱来为合格的教师、书籍
以及其他基本设施买单。

募集来的善款，他准备通过尼泊
尔当地的朋友，资助更多的合格教
师，开建一个学校中心或是图书馆，
增建教室以解决教室人满为患的现
象。明年，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他将亲
自前往尼泊尔以确信这笔钱是用得
其所。“ 我希望可以给这些孩子一个
机会，超出他们所能梦想的。”

他强调，这次活动善款，每一分
每一厘都送至尼泊尔的学校，不会
从中提取任何“ 运作费用”。

家长支持募集3000元善款
“ 完成整整24小时奔跑，不停

歇，并不那么容易，经历过铁人三
项、穿越戈壁，我能想像出这一整天
我会有如何的感觉，但我仅仅是想
看看我可以走多远。”Chris说，朋友
们认为这次跑步比在沙漠中的比赛

更容易，但他非常清楚，任何这样的
努力都将挑战你的头脑，身体和精
神极限。

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很多人的支
持。除了募集网页上认识不认识的
人，他个人发起的这一活动也得到
了包玉刚实验学校师生的踊跃支
持。学校创办人苏文骏将在今天下
午晚些时候与Chris一起奔跑，中学
校长贾桐林及其他教师员工也将在
不同时候加入奔跑，为Chris助阵。除
了松江校区，包玉刚学校位于长宁
的小学校区也设立了募捐箱。

Hunter的女儿在包玉刚学校七
年级读书，他是从学校每周发给家
长 的 校 长 信 中 得 知 这 次 奔 跑 的 ，

“ 哇，太棒了！”Hunter说，这是他当
时的第一反应。Chris是女儿的体育

老师，在这位父亲的眼里，Chris老师
非常有责任感，非常专业，对孩子很
有爱心。

“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
一次非常正面的教育，能给孩子带
来很好的影响。同时，它还很有意
思。”在自己所在的家长俱乐部里，
Hunter也发起了响应活动，现在已经
募集到了3000元左右的爱心款。

在包玉刚学校的官方微博上，
很多人询问能否现场观看、捐赠。
Chris笑着说欢迎，“ 我想在赛道上的
人们能帮助我跑出更远的距离。在
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围绕跑道跑完
了一场足球比赛，感觉时间过得飞
快，因为我边跑边观看了比赛。因
此，非常欢迎来更多的人让我从24
小时的漫长时间里分分心。”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 唱一
首歌等于跑100米，唱歌也可以减
肥。”这几日，网上疯转的这一观点
引起了许多白领的兴趣，不少网友
都“ 织围脖”@朋友，称要一起K歌
减肥。有的音乐社甚至打算推出唱
歌减肥课程。

微博传“ 一首歌等于100米”
白领转帖嚷嚷要唱歌减肥

“ 专家研究K歌都可以减肥，唱
1首等于跑100米。利用腹部肌肉的
收缩效果，促进新陈代谢，燃烧中性
脂肪，如果边唱歌边跳舞，5次可以
减8斤。据说，E神的歌平均每首消
耗19.1卡路里。”这样一条关于唱歌
减肥的帖子，半个月来被网络转载
了数千次，许多白领都@好友约时
间唱歌，她们表示“ 喜欢这种减肥
方式。”

“ 唱歌减肥的基本呼吸方法是
腹式呼吸法。使用这种呼吸法的时
候，横膈膜的活动可以调节空气的
吸入和呼出量，脂肪分解时所需的
氧气便能充分地被吸收，这些都有
助脂肪的燃烧。”白领朱小姐煞有
介事地说，她绝对相信唱歌也可以
减肥，“ 特别是在唱《 青藏高原》这
类高八度的歌曲时，感觉身体很费
劲，一曲唱下来脑门上全是汗。”认
识到唱歌的这一优点后，朱小姐迫
不及待地想实践这一减肥计划。她
说，她的要求不高，“ 唱5次减8斤就
好了。”

平时就爱唱歌的陆家嘴白领陈
先生则认真研究起究竟如何唱歌减
肥。据他分析说，选择唱的歌曲必须
快节奏，旋律的高低起伏较大，最好
是边唱边跳，且声音不能低。“ 唱一
首歌费时三四分钟，若唱会儿休息

会儿肯定是没有效果的。想减肥必
须当‘ 麦霸’，至少得一个人陶醉地
唱上一个小时。”

报名学歌人数同比增长3成
音乐社欲推唱歌减肥课程

记者致电沪上几家教唱流行声
乐的音乐社获悉，近期报名学唱流
行歌曲的顾客确实增加了不少。据
上海兰升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施惠
杰介绍，5月份下半月报名学唱歌的
白领同比增加了30%，本月预订下个
月学唱歌的学员也达到了15人。

施惠杰说，他们公司正打算推
出唱歌减肥的课程，所唱的以《 日不
落》、《 姐妹》、《 快乐崇拜》 等中快
节奏、对呼吸要求较高的歌曲为主。

“ 正确的唱歌方式，可以塑造顾客的
气质，培养他们唱歌的兴趣，更可以
达到消耗热量减肥的目的。”

他不提倡有唱歌减肥打算的青
年，在无任何歌唱技巧的前提下，靠
自己扯着嗓子盲目大声唱歌。“ 短期
这样做或许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可
时间一长，会很伤嗓子。”他建议说，
唱歌必须带气息发声，通过肺活量
的运动达到消耗热量的效果。

专家称唱快歌加大耗氧量
健体有用但减肥效果待定

唱歌真的可以减肥吗？国家高
级健身教练赵加勇认为，普通的有
氧运动要持续锻炼20分钟以上才有
效果，但唱歌并不属于有氧运动，运
动量的等级也只不过处于中等偏下
程度。“ 唱快节奏的歌可以增加肾上
腺分泌与血液循环，提升新陈代谢，
加大耗氧量，对于强化心血管系统
与提升肺活量是有好处的，但论及
减肥效果，尚有待考证。”

朝鲜欲推高尔夫游
7日报价1800欧元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据外媒介
绍，朝鲜已同意与外国旅行社合作，
共同开发平壤高尔夫旅游产品，该项
目的价格为7日游每人1800欧元。对
此，不论是去考察过此线路的业内人
士还是热爱旅游也喜欢打高尔夫球
的时尚达人，均表示对此不感冒。

据悉，总部设在中国的专门承办
朝鲜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青年先锋
旅游” 日前在网站上推出了平壤高
尔夫7日游线路，计划组织外国游客
自9月18日至24日赴平壤旅游，而核
心项目就是参加“ 平壤业余高尔夫
球大赛”，此旅游项目收费不菲，一
个人报价1800欧元。高尔夫球大赛
由该旅行社和朝鲜黎明贸易公司共
同举办，平壤高尔夫球俱乐部提供
支持。

“ 该线路是针对驻朝鲜的外交
大使或外国游客推出，所以服务级别
较高。”据锦江旅行社朝鲜游负责人
谢建骁称，尽管他已经前往平壤考察
过此高尔夫游线路，感觉行程安排都
还不错，但对于相对保守的上海本地
市民而言，或许吸引力不大。

据他介绍，目前市场上推出的日
本、韩国、夏威夷等高尔夫游线路，南
方市场整体不如北方，上海市民的反
应一般。“ 可若是市民有需求，我们
可以为其组团前往旅游。只是一个人
报名与多人报团出游的费用可能会
差距较大。”

杭州邀请上海市民
体验“ 三江两岸”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为让人更
好地了解杭州特色旅游资源，邀请上
海市民游客赴杭州体验“ 三江两岸”
美景，由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带领的杭
州旅游促销团于昨天举办了旅游推
介活动。

为更好地展示杭州钱塘江、富春
江、新安江、千岛湖等“ 三江两岸”特
色旅游资源，杭州于日前正式对外推
出了“ 三江两岸” 黄金旅游线的联
票。联票套票分为A、B、C三类，分别
为238元、223元、143元。唱一首歌等于跑100米？

白领相信K歌能减肥，报名学歌热情高

美国教师Chris Gibbs在跑道上。 受访对象供图

黄浦青年环保实践
午休一小时做公益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黄浦青年楼
宇文化之旅正在火热进行中。“ 世界
环境日”当天，黄浦团区委在商务楼
大厅内搭台举办环保游戏，通过各种
生动有趣的形式，吸引楼宇内的白领
利用午休一小时的时间，践行低碳绿
色的生活理念。

活动当天，除生活垃圾分类小游
戏、挑拣野生动物乒乓球之外，团区委
联合“ 都市绿农”公益组织发起以笔
记本换绿色植物的活动。只要白领捐
出一本普通的笔记本，并在扉页上画
出对山区儿童的祝福，就能获赠一株
绿色植物。活动吸引了许多白领驻足
并参与。“ 白领青年平时工作压力很
大，我们希望通过午休的一个小时，举
办有益又形式多样的活动。绿色公益
也是今年楼宇文化之旅的重要一
环。”黄浦团区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