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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下午，沪江队、机场集
团队、伊莱美队、零壹公社队、关声
队、新泾中学队、海燕博客队齐聚静
安区少体校，参加本次白领公益活
动的最后一场工间操比赛。

趁比赛尚未开场，选手们还在
抓紧时间练动作。不少白领告诉记
者，自己可不是临时抱佛脚。来自沪
江网的白领赵天琛透露说，他们总
部要求每天做眼保健操，网校部每
天下午坚持做广播操。

最有创意的要数伊莱美队的
“ 眉飞色舞操”了。该操的背景乐就

叫“ 眉飞色舞”，当5位美女医生助
理上台，用神似舞蹈的动作欢跳起
来后，众人的情绪被带动起来。

“ 1、2、1！”最后一支队伍海燕
博客队上台了，看到5位白领选手人
手拎着一把椅子，坐在评委席上的
体育局群体处正处级调研员史济星
和市体彩中心副主任陈恭伟不由得
怔了一下。只见几位选手坐在椅子
上，就地做起了自编自导自演的上
海市第一套白领工间操。更炫的是，
与广播操进行曲式的曲风不同，6节
操，每节的曲子都是精心挑选的，其
中一首甚至还是三国杀的背景乐。

海燕博客负责人施海燕透露
说，考虑到做广播操需要占用一定

的场地，主创人员想到了利用凳子
来做操，而为了体现时尚元素，这套
DIY工间操的动作里甚至还有蜡笔
小新、奥特曼的经典动作，让人忍俊
不禁。“ 目前，这套操已有上万人次
操练，进入了100多家企业。”

针对白领们的表现，同济医院
副院长、脊柱外科主任程黎明给予
了精彩点评。

最后，海燕博客队、新泾中学队
和关声队分获一、二、三等奖，在述
说获奖感言时，海燕博客队的队长
不失时机地向市体育局领导吆喝自
己的工间操，希望能广泛推广。

现场，陈恭伟主任对白领们的
表现表示满意。他认为，生命在于运
动，说起运动，很多白领会想到没时
间、没精力、没钱，但其实运动就在
我们身边。而史济星则现场编了一
套顺口溜，“ 我运动，我快乐，我锻
炼，我健康”。

青年报副总编辑李宇皓希望白
领们能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践行
乐活运动的持久理念。

当天参与工间操比赛的白领们
不但获得了最高千元的奖金，更是
人人领到了10元彩票。这让不少白
领喜出望外，“ 听说最高奖金10万
呢，回去试试手气！”

5场白领公益活动，无数好评。
那么，组织这些活动的钱都是哪里
来的呢？这都要归功于市体彩中心
的体育彩票公益金。

事实上，从1994/1995年发行
之 初 的 2.25 亿 元 ， 到 2012 年 的
266.78亿元，体彩公益金18年增长
118倍！2012年，体彩进入“ 千亿时
代”后，18年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1650亿元。

如此庞大的公益金数额，用在
了哪些地方？让我们来为你揭晓。

2001年，体育彩票为国家筹集
公益金27亿多元。到2012年，体彩
截至12月4日筹集公益金达到266
亿元，是2011年前的将近10倍。有
了体育彩票，体育界可以做过去想
做而又无法办到的事。

体彩公益金大力支持“ 奥运争
光计划”，设立奥运专项基金，支持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支持中国体

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亚运会等重
大国际比赛的备战和参赛工作，支
持在国内举办的各类高水平竞技性
比赛；支持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支
持综合性体育场馆的建设等。

有数据显示，中国有八成以上
的成年人日常几乎不参与体育运动。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运动环境
和设施。体彩公益金助推的“ 全民健
身计划” 一直在为建设惠及全民的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努力着。

近年，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
成部分的中央彩票公益金中，每年
有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此外，在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
事业、教育助学、医疗卫生、残疾人
救助、城镇和农村医疗救助基金、
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区重建、基
层文化建设、扶贫、法律援助、新疆
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事
业中，也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白鸟
作为全程参与了本次白领公益

活动策划和报道的专版编辑，我得坦
白，当初一度曾对受制于各种财力、
人力、物力问题的此次系列活动能否
顺利吸引到足够人气，能否让参与者
玩得开心，心中没底。

当今社会已进入了一个“ 娱乐
井喷”和“ 信息爆炸”的时代，那么
多新颖而富有眼球效应的休闲娱乐
形式摆在大家眼前，如果你不具备一
定的大手笔和足够的创意噱头，很难
不被埋没在全民欢乐的鼓噪声下，沦
为自娱自乐。

我们设置的游戏都属体育竞技
类项目，赛事组织简约而质朴，却饱
含着不显山露水的活力。我担心，在
格子间苦坐禅的白领和日日不离电
脑的宅男，明明都需要它们，却又容
易忽视它们，或者说，懒得搭理它
们———懒得呼应，懒得出门，情愿躲
在家“ 打怪升级”。

而像射箭、四国大战、三国杀、九
子游戏、工间操，这些个或熟悉或冷
僻、或时尚或怀旧、或静如处子或动
如脱兔，处处显得参差不齐的游戏，
如今还能带起多少年轻人的兴趣，能
否让我们的系列活动保持稳定的人
气，也让我着实好奇。

这些，都曾是我的真实心声，在
本次活动圆满落幕后的今天，不吝和
盘托出，与您分享。

上周末，当一切尘埃落定，我那
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事实证明，是
我多虑了。

活动肢体的意义，在任何时代都
不会被遗弃，进化论决定了这种欲望
来自生物的本能，哪怕移动鼠标和敲
打键盘的乐趣再如鸦片般如“ 瘾”随
行，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许多白领通过微博、热线，积极
地报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中，甚至在
冬日阴冷的下雨天，都能汇聚起足够
的人气为我们的户外活动铺开排场，
让人看着心中暖意盎然。更让人欣慰
的是，来参与的白领个个玩得全情投
入，善始善终，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
容。我看到他们洁白的后槽牙，猜测
着他们用的牙膏，心中也如涂上了这
一层清凉，充满了薄荷味的喜悦。因
为白领们玩得开心，就是我们的成
功，我们的心思没有白费，我们的汗
水没有白流，我们的宣传渠道和包装
形式收获了认可，我们所宣扬的身心
健康观和积极的博彩精神也得到了
广大读者的共鸣。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了解了白领
们业余生活的诉求，也带给了我们动
力，今后会组织更多类似的活动，以
馈赠支持我们的读者，让他们有更多
机会露出后槽牙。

这就是我们，对你们，表达厚爱
的方式。

12月23日，为期6个月的“ 健体
奥运年喝彩新生活”系列白领公益
活动之白领工间操大赛暨白领公益
活动闭幕式在静安区少体校落幕。
该活动由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和青年报共同主办。

从6月开始，白领公益活动接连
举办了五场活动，包括射箭、四国大
战、三国杀、九子游戏、工间操，次次
推陈出新，都得到了众多白领的积
极参与和好评。有的白领甚至场场
来报名。九子游戏活动当天，更是吸
引了很多白领冒雨过来参加。

本报记者 范彦萍

现在很多白领都面临亚健康，
平时整天要坐在办公楼电脑前，为
生计而奋斗，周末又累得直想休息，
渐渐被压榨了运动时间。为了缓解
这一现象，让白领们能接触到一些
平时不常见的，或者目前正流行的

“ 竞技运动”。今年，青年报和市体
彩中心联手推出了“ 健体奥运年喝
彩新生活”系列白领公益活动。让我
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四场活动吧。

第一场：菜鸟开弓
6月17日，首场专业射箭体验活

动在同洲模范学校举行。20余名白
领朋友冒雨前往射箭馆，体验了一
把平时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的射箭
运动。当天，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冠
军的陈恭伟副主任亲自开箭，为白
领们做示范。他还协同学校的几位
专业教练一起，手把手教一个个白
领“ 菜鸟”学会拿弓、起箭、瞄准、放
弦等一系列动作。白领们纷纷表示，
有“ 全国冠军”带教特别有安全感。

在射箭小老师的督导下，白领们
戴上装备，像模像样地上阵了。在经
历完一场专业、新奇、有趣的射箭体
验后，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这样专
业的射箭培训，外面哪里去找啊。”

第二场：纸上谈兵
7月29日，系列白领公益活动第

二场之“ 步步为营人生赢家”白领
四国大战在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咖啡吧精彩上演。在参赛选手中，
不乏已经20年没碰军棋的白领，他
们一边感叹着好久没玩了，一边摩
拳擦掌地玩起了小时候的游戏。

经过了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
决赛后，一对曾联手下过近万盘棋
的军棋迷脱颖而出，一举夺下一等
奖。一眨眼，4个小时的活动结束了，
不少白领都表示玩得很High，有的
更直言自己并非冲着奖金和名次而
来，最主要的是能重拾小时候的回
忆，结交新朋友。

第三场：我“ 杀”你“ 闪”
8月26日，系列白领公益活动第

三场“ 白领三国杀3V3擂台赛暨白领
轻松桌游下午茶活动” 在打浦桥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5楼咖啡吧举行。在
现场，工作人员为白领们准备了三
国杀和其他很多棋牌，如四国大战、
扑克、狼人等，受到白领们的欢迎。

除了三国杀高手外，还有一些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白领们借此机会
来交友，直到活动结束都不肯离去。

第四场：弄堂游戏
打弹子、扯铃子、抽陀子、滚圈

子、跳筋子⋯⋯12月16日，免费白领
系列公益活动第4场：“ 冬日健体增
活力九子添彩做游戏” 在黄浦区九
子公园开锣。天公不作美，在活动开
场前，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多数
报了名的白领都没有失约，三三两
两地冒雨前来，玩得不亦乐乎。

活动结束后，很多白领都表示
玩得异常过瘾，一位女白领更是和
扯铃子杠上了，非要学会不可。不少
人都说找到了小时候玩弄堂游戏的
感觉。为了让白领玩得好，玩得专
业，主办方还请来了上海社区“ 九
子”运动协会的教练。

》写在最后

就想看到
你的后槽牙

》历次回顾

满满的欢乐 浸透“ 竞技场”

体彩公益金助推全民健身

白领工间操活动现场，参赛选手热情昂扬。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白领工间操跳得“ 眉飞色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