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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为什么需要运动？运动是人们的自然需要和本能冲

动，是人的本能的延长与形式化。人类早期，需要通过大量

的生产、劳作获得生存最为重要的能量来源——食物，也需

要战斗、逃跑等大量消耗体力的活动存活下来。这种生存方

式经过漫长的发展，被深刻的印刻在人类的基因当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生存方式的改变，人

类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消耗大量体能的活动变的越来越少。为

了实现能量平衡，运动成为一种工作、生活之外，需要特别

加以关注和参与的活动。

       基因的改变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我们依然需要通过运

动来延续和保护生命。所以，对于不爱运动或者身体较懒的

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运动的好处显而易

见：运动有利于各器官功能的正常与协调，能保证将各种营

养物质运送至肌肉、血管、脏器，保证身体各部分处于最佳

状态。另一方面，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人际关系复杂，竞争激烈，欲望膨胀，

心理压力非常大，容易引起心理疾病。

而运动锻炼是大多数人缓解心理紧张、

预防心理疾病最有效、最常用的方法。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运动依然像

吃饭、睡觉一样重要。并不是爱不爱的

问题，而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为了让伙伴们能够更加合理、健康

的参与运动，本期《九米》将与大家分

享让自己“动”起来的那些小事。

                                 《九米》编辑部

卷首寄语

方法一：
30秒一次，做两
次——拉伸背部
肌肉

OFFICE 小运动  ——  第一波

方法二：
挺胸15秒&提手
臂10秒，做两
次——放松胸部
和背部肌肉

方法三：
左右各15秒，
做两次——伸展
小腿肚、膝盖内
侧、大腿后侧
肌肉

方法四：
左右各10秒，做
三次——锻炼支
撑膝盖的肌肉 方法五：

左右各15秒，做
两次——拉伸手
臂肌肉

打

次
“动”

次

2016 年 05 月，舟山长峙岛香樟园一期

（cz- a- 3 地块）项目，荣获 2016 年度

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优秀勘察设计）

二等奖

2016 年 06 月，九米设计入围浙江省之江

文化中心建设工程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国

际竞赛（第二阶段）。

2016年 07月 27日，举行九米设计2016

半年会，大家就公司项目进行交流、学习。

2016 年 07 月 29 日，在乌镇雅园举行九

米设计第四届“轻凉一夏”运动会。

2016 年 05 月，舟山长峙岛马鞍安置区

（cz- b- 20 地块）项目，荣获 2016 年度

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优秀勘察设计）

三等奖

2016 年 09 月，公司部分员工赴英国参观

学习。

2016 年 09 月，公司部分员工赴新加坡旅

游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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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田怡俊
版面设计：田怡俊

1/概述
      本项目首要的设计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城市最佳实践展览，收集

了居住在该项目附近街区来自全球各地60个不同民族的物品。公

园的展品包罗万象，从来自洛杉矶健美海滩的健身器材、以色列的

排水道、中国的棕榈树，到卡塔尔和俄罗斯的霓虹灯，都可在公园

内看到。每件物品都配有一块镶嵌于地面上的小不锈钢版，用丹麦

语及相关其他国家语言描述物品的名称和产地。超级线性城市公园

是一个当代的全球化城市公园，通过全球城市多样性的超现实主义

展览反映了当地社区真实的本质，而非僵硬地展现丹麦的传统形

象。

2/文化多样性展示
      超级线性城市公园是一个多样性公园，展览了来自世界各国的

各种家具和日常用品，包括长椅、街灯柱、垃圾桶与植物——这些

都是每个当代公园都须配备的，未来的公园游客也可帮忙收集新展

品。

3/3个分区，3种颜色，1个社区
       超级线性城市公园项目设计立意是把其分为3个区域和3种颜

色：红色、黑色和绿色，分别代表红色广场、黑色广场和绿色公

园。

       每个色彩鲜明的区域分别有着自己独特的氛围和功能：红色广

场以咖啡、音乐与运动展示现代城市生活；黑色市场是古典风格的

广场，有喷泉和长椅；绿色公园为野餐、运动和遛狗而建，提供了

一片大型体育活动场地。这3个不同的区域和颜色共同创造了一个

崭新的动态空间，供展览与人们使用。

文章来源：

http://www.archdaily.com

3.1 红色广场——市场/文化/运动
      作为诺内布霍尔街区（Norrebrohall）体育和文化活

动的拓展，红色广场是该街区内部生活在城市层面上的

延伸。宽敞的中央广场和一系列休闲活动设施，为市民

的体育活动和游戏创造了条件，并促进了当地居民的交

往。

  广场的彩色铺装所采用的颜色和材料， 与其主入口

和彩诺内布霍尔街区（Norrebrohall）的颜色与材料

形成一体，使入口厅的表面内外一致。广场上建筑的

外立面使用与地面一样的颜色，自下而上，创造了

一种三维的视觉体验。沿着外立面， 往诺内布盖德

（Norrebrogade）的方向是一处地势逐渐升高的开放空

间，它宛若一个看台，让游客可在此享受午后的阳光，

欣赏风景。

    除了文化和体育活动设施，红色广场为城市集市创造

条件，吸引来自哥本哈根和郊区的游客周末来此参观。

超级线性城市公园的中央集市区位于现有的曲棍球场区

域内。大部分广场地面都铺设了多功能橡胶，让人们在

此可进行球赛、集市、游行和溜冰场等活动。诺内布霍

伦（Norrebrohallen）的移动看台可以用作露天影院或

进行运动表演。广场东面的咖啡厅在未来主入口处提供户外服务，

而在广场北面则有篮球场、停车场和户外健身区域供游客使用。

       红色广场由两端的街道、建筑和围墙所围合，广场的边缘弯曲

前进，设计师将周围的线条和边缘与设计区域连接在一起，融合成

一大片红色，使得整个广场宛若一张往四面八方伸展的大红地毯。

3.2 黑色广场——城市客厅
       黑色广场是超级线性城市公园总体规划的核心，也是该地区庭

院的延伸，当地人可以在摩洛哥喷泉旁小聚，在土耳其长凳上休

息，或者日本樱花树下聊天。在工作日，广场中永久设置的桌子、

长椅和烧烤设施可作为城市起居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西洋双

陆棋、国际象棋等棋艺活动。设计师解决部分地面的高差问题，将

自行车道移到了广场的东边靠近米加德斯盖（Midgaardsgade）

的地方，使自行车坡道位于霍瑟普拉德（Hotherplads）和交错的

自行车道之间。场地北部是一座朝南的小丘，人们可以看到广场上

的景观和活动。与红色广场不同，黑色广场的白线都是从北到南的

直线，并绕开所有家具，这种模式是为了突出家具，而不只是作为

一个在家具底下舞动的线条装饰。

3.3 绿色公园——运动/娱乐
      鲍曼（Bauman）曾说：“体育是现今社会上人们仍可认同其

规则的为数不多的活动之一”。无论你来自哪里，信仰什么，说哪

种语言，大家总是可以在一起踢足球。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体育设施

转移到绿色公园的原因。在这些体育设施中，有曲棍球场和篮球

场，它们成为一处供乔纳公园（Mjolnerpark）与临近学校的年轻

人聚会的好去处。绿色公园通过柔软的山丘和地表吸引着孩子、年

轻人和家庭前来游玩。公园内设一处绿地景观和一个操场，有孩子

的家庭可以在此休息，野餐、日光浴，也可进行曲棍球和羽毛球比

赛，或者在山地间健身。

      社区居民渴望更多的绿色，所以设计师将公园设计成一整片绿

色——不仅保持和夸大曲线景观，而且将所有的人行和自行车道都

涂成绿色。绿色公园北面的塔根斯维（Tagensvej）处，设计了

一个巨大的美国旋转霓虹灯、一个大意大利吊灯和一个西班牙太阳

海岸（Costa del Sol）黑色奥斯本牛（满足了当地一对夫妇的愿

望）。绿色公园在其南部山丘的顶端与黑色广场相连接，人们在山

顶上可将整个超级线性城市公园尽收眼底。

    为了在整个街区创建更好、更透明的基础设施，设计师将原有

的自行车道进行重组，建设新道路连通附近社区，并根据市民的

要求，特别设有公交车道连通到铭墨斯盖德社区（Mimersgade）

。这一转变整体考虑了诺内布（Norrebro）以外的区域的交通状

况，成为更大的城市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

Superklien, Copenhagen, Denmark
丹麦哥本哈根超级线性城市公园

绿色公园 

红色广场 

黑色广场 

项目位置：丹麦哥本哈根市诺内布

项目面积：33,000 m2

项目类型：景观都市主义

项目功能：公共空间

业       主：哥本哈根市利丹尼亚基金会

项目设计：BIG 建筑事务所

                  Topotek1 设计事务所

                  SUPERFLEX设计团队

合 作 方：  赫谱公共关系与沟通有限公司

                  朗明&埃里克森工程设计

       超级线性城市公园（Superkilen）是
一个半英里长（约805m）的城市空间，
所贯穿的街区是丹麦种族最多样化和最
具挑战性的街区之一。它是BIG建筑事务
所、Topotek1设计事务所以及SUPER-
FLEX设计团队创造性合作的成果，这是
建筑、风景园林以及艺术从早期设计概念
到工程建设少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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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天地 STAFF CORNER

父子齐上阵

文字编辑：雷梦娇
版面设计：雷梦娇

      2016 年 7 月 29 日 , 九米员工参观绿城乌镇雅园并在雅园星

洲国际运动馆举行九米设计第四届“轻凉一夏”运动会。

        九米员工分成建筑一所队、建筑二所队、建筑三所队、结构

所队、设备所队五支队伍，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团体跳绳、接力赛等项目的比赛。

       九米第四届“轻凉一夏”运动会圆满结束。最后，建筑二所

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夺得冠军。

轻 · 凉 · 一 · 夏

     运动会把员工从日常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让员工彻底抛弃工作中的压力，让快乐

不再压抑，将信心从此增强，把力量悄悄凝聚。

     运动会兼顾了趣味性与团队性。即竞技、娱乐、健身等综合于一体的趣味训练活动，

激发员工团队协作、敢于拼搏，永争第一的精神，玩中享受快乐，欢乐中得到收获。

      在这炎热的天气下，九米员工相聚乌镇，

尽情的挥洒汗水，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希望未来的九米可以更加的精彩！

发现镜头，耶笑容满满哇，好精彩

文章来源：九米建筑设计      摄影师：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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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览 SHOWCASE作品一览 SHOWCASE

        白色、纯净、精致、小巧、还有美好……
总之，它拥有这些足够吸引人的特质。白，也是
一种极致。但因为“素”，反而对“颜”更为苛
刻。建筑的简，在材质的运用上反而要求更为严
苛。建筑师采用了天然石材，简化欧洲经典建筑
繁复的古典线脚，让这座建筑的本真显露出来，
就像一位美好的女性，自信而饱满，典雅又不失
亲切，安之若素，初见难忘。

文章来源：九米建筑设计  摄影：姚力视觉工作室

文字编辑：田怡俊
版面设计：田怡俊

       舟山玫瑰园南区位于舟山定海区，北侧
是舟山玫瑰园别墅区。

       本项目定位为欧洲经典建筑风格的多层
住宅社区，通过经典的建筑和景观营造低
调奢华的氛围。

       住宅的立面设计风格沿用了绿城成熟的

项目地址：浙江舟山

总建筑面积：42768平方米

时间：2010/2013

建筑设计：九米建筑设计

奖项：2015年度“西湖杯”优

秀工程设计三等奖

人生若只如初见

绿城舟山玫瑰园南区

08

欧洲经典建筑风格，表现在坡屋顶、简化
的古典线脚、经典的立面三段式构图上。
立面设计采用天然石材，突显精湛的细节
设计，形成大气、高档而又丰富的建筑形
象。让居者能在高贵典雅的园区氛围中，
找到接近自然、接近真实、接近自我的休
闲生活方式，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体验诗
意的栖居。

初见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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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跳峡以险闻名，峡谷垂直高差 3790 
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位于云南
中甸东南部、金沙江上游，虎跳峡横穿在
南岸的玉龙雪山和北岸的哈巴雪山之间，
分为上、中、下虎跳三段，共 18 处险滩。
虎跳峡徒步如今已是一条非常成熟的热门
线路，同时也是一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
很多老外都会慕名而来。但是随着发展越
来越成熟和商业的开发，大量旅行团游客
的到来，却让真正原生态徒步的乐趣少了
一些。

来源：doyouhike.net 磨房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虎跳峡现为国家 4A 级景区，有两条线路可以穿
越。一条是经由虎跳峡镇进入，沿着金沙江旁边的
公路依次到达上、中、下虎跳。另一条是最为经典
的虎跳峡高路徒步路线，在虎跳峡镇由一条上山的
路进入，这条路在哈巴雪山一侧沿大峡谷前行可以
一直到下虎跳，沿途还可以居高临下俯瞰虎跳峡的
壮丽景色。全长约 30 公里，快则一两天，慢则三天
肯定能走完，线路沿途非常成熟，正穿反穿都可以。

行程路线

↑850m  ↓300m  12km 5- 6h

徒步  D1

↑350m  ↓700m  11km 4.5h

徒步  D2

↑0m  ↓400m  13km 4.5h

徒步  D3

虎跳峡镇 纳西雅阁客栈 28 道拐 茶马客栈 Halfway

5km 1km 2km 4km

    出发后约 1.5 小时即可到达纳西雅阁客栈，
这段途中有一个茶馆休息站，还有一个竖着“天
下第一厕”牌子的厕所，是当地一个纳西族大妈
自己背石头盖的。

    出纳西雅阁不到半小时就到相对比较难走的
28 道拐，每个拐弯处都有数字标记。大约 1.5 
小时可以走过 28 道拐，到达山顶。这里可以看
到完整的玉龙十三峰，有条路还可以看到虎跳峡
全景。

    茶马客栈往前再走约 2 小时就到名气很大的
Halfway 客栈。

Tina's 客栈(张老师小路/天梯) 中虎跳 核桃园

4km 3.5km 4km

Halfway 一线天

    过了 Tina's 以后有张老师小路、
天梯、一线天三条路线可以下到中虎
跳，三条线通过都要收费，10 元 / 人，
原路返回不重复收费。如果住在张老
师客栈或者天梯客栈，可以省掉张老
师小路和天梯 10 元的通过费。

    三条路线往返差不多都在 2 小时左右，其
中天梯最为窄险，也最受欢迎。张老师小路
上也有一段勇者梯需要攀爬，而一线天则是
一条沿着山腰岩壁开凿出来的通道，后面还
有一段碎石路不太好走，平时走的人也很少，
没有丰富徒步经验者不建议走此线。

    如果徒步者想每条线
路都体验一下的话，可以
由天梯下到中虎跳，再从
中虎跳沿一线天上到核桃
园。

    核桃园是一个有着 200 年历
史的小村子，混居着好几个民族，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都
保存得很完整，不赶路的话建议
在此住宿一晚。

滑石板 老渡口 大具

3.5km 9km 1km

核桃园

    从核桃园出发，沿公路直行，大约 1 小
时会经过一块巨大的岩壁，这就是滑石板。
这一段路下雨天容易滑坡，经过时要小心。

    滑石板有一条盘山小路可以从公路
直接下到江边，山路比较陡峭，大约
1.5 小时就能走到新渡口。

    不走小路的话，沿公路继续前行，穿过新村，约
2 小时可到老渡口的位置，从公路下到江边的老渡
口大约半小时，沿着山路下山，这里注意不要走错路。

到达离开
虎跳峡的交通道路已经开发得很成熟，从丽江和香
格里拉坐班车或者包车过去都非常方便。

丽江→虎跳峡镇（桥头）/ 大具 虎跳峡镇（桥头）/ 大具→丽江
       从虎跳峡镇和大具都可以进入峡谷，
一般来说都是从丽江坐车到虎跳峡镇开始
徒步，不建议从丽江到大具。从丽江到大
具，必须要买“玉龙雪山景区”的门票
（80 元/ 人）和80 元的古城维护费，进
入虎跳峡还有50 元的门票。
       如果从丽江到虎跳峡镇，只需要买50 
元的虎跳峡景区门票。如果想去玉龙雪
山，可从上虎跳（桥头）方向进入峡谷，
从大具出虎跳峡，直接游玉龙雪山，不用
买门票和古城维护费。

       从镇上到丽江晚上8 点前有很多班车
回丽江；车站附近也有很多小面的可以
包车或者拼车回去。在Tina's 青旅可以
直接坐车到丽江、香格里拉、虎跳峡镇
和新老渡口。大具至丽江的班车一天两
班，最晚是下午1 点半，如果错过的话只
能包车前往丽江。

实用信息
行前准备
建议必备装备
徒步虎跳峡的难度和强度并不大，并且沿途住宿条件都比较成熟，补
给点也多，不需负重徒步。背包（35L 左右）、登山杖、头灯（带备
用电池）、徒步鞋、冲锋衣裤（视季节而定）、抓绒衣（或者外套）
、快干衣裤、帽子头巾。其他常用徒步装备及个人用品不做赘述。
食品物资
沿途吃饭和住宿都很方便，除了水和巧克力等能量补给外，其他如食
品可以少背一些。
药品
个人常用应急药品及高原反应药品。
通讯充电
沿途多数地区手机都有信号。客栈可以充电。

最佳季节 一年四季都可以徒步，但下雨天或者雨季
（6 月- 9 月）慎行。

户外指南--- 潜水 Diving
户外指南--- 徒步 Hiking

来源：doyouhike.net 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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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本那位于马来西亚沙巴东海岸，堪
称一个完美的潜水小镇，因拥有潜水圣地
诗巴丹而闻名于世，这里有着奇妙多彩、
令人惊叹的海底世界。
       近年来仙本那发展起多家华人潜店，
提供全中文的潜水教学，英语不好的同学
也毫无压力！想一探海底世界的人可以来
仙本那考个潜水证！

      仙本那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隶属于斗湖市，最近的机场是斗湖
机场。斗湖机场没有国际航线，从国内出发需要先飞到吉隆坡或亚
庇，再转机前往。

       仙本那有什么好玩的？ 
当然是潜水啊！这里可是潜
水圣地，不管你是浮潜、深
潜还是考潜水证，潜水是仙
本那永恒的主题！

       仙本那及其周
围海岛云集了众
多五星潜店及度
假村，一般都提
供浮潜、潜水课
程、Fun Dive。

潜店

浮潜：住在仙本那可以在潜店报名
跳岛游及浮潜套餐，住在岛上度假
村的话，浮潜多数是免费提供的。
考证：仙本那很多潜店和度假村都
提供OW 和AOW 的潜水课程，一
般都在军舰岛周边的潜点上课。
潜水: 仙本那除著名的诗巴丹外，还
有卡帕莱、马布岛、邦邦岛等周围
几十个潜点可选，各有特色。

       深潜也就是水肺潜水，必须经过
专业培训取得潜水证方可进行，初级
的休闲潜水课程有OW和AOW。

开放水域潜水员，简称OW
英文全称为Open Water Diver，课
程大约3-4天可以完成，在掌握基本
的潜水技能并通过考试后即可获得
OW 潜水证。水深限度为18 米。

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简称AOW
英文全称为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升级为AOW一般需要2-3 
天，需要完成5项专长课程的学习。
成为AOW后，潜水深度为30米，可
以做夜潜、船潜等多种更为有趣的活
动。

TIPS:OW 和AOW 潜水课程

TIPS：Snorkeling 浮潜事项

       浮潜不难，有简单的装备( 即浮潜
三宝：面镜、呼吸管、脚蹼）就可以
进行。这让很多人都误以为浮潜是一
件很安全的事情，认为只要穿了救生
衣会游泳就万无一失了，但是危险由
此而生。出海浮潜，潜得太远太深或
遇到急流，就会害怕而惊慌失措，呛
水并出事故。所以一定要掌握必须的
浮潜技巧，不可掉以轻心。

        Fun Dive 即是在获得OW 潜水证
后进行的水肺潜水活动，可以在潜导
的带领下尽情畅游海底世界。
       仙本那虽然有众多华人教练，但
最好能用英语简单交流，因为在Fun-
Dive的时候，很多潜导都是老外。

TIPS：Fun Dive 休闲潜水

诗巴丹岛离仙本那约36 公里，面积很小，却是世界闻名的“潜水圣地”，海滨潜水之最，同时也是世
界五大峭壁潜水之首。
想象一下5 米的浅滩之后，就是垂直而下600 米的湛蓝深海，峭壁悬崖上密布着绚丽灵动的珊瑚、海
葵；无边的深蓝里到处是悠哉的海龟、五彩斑斓的鱼群甚至鲨鱼、更有每个人都会被震撼到的鱼群风
暴。是不是很想亲身感受一下！

     想要自己在水下摄影，必须要
给相机配一个专业的潜水壳。
       不建议初学者们过早带相机下
水，因为掌握技术不够，既要顾着
照相，又要注意深度，并不是入门
潜水员容易处理的。
 出发前可以在网上租赁潜水相
机，或者直接到潜店租，也可以请
店里的潜导帮忙拍照，各潜店费用
不等。

●诗巴丹现为马来西亚一级保护
区，上岛潜水需要申请许可证，
并且每天只有120 个名额。
●名额有限，因此去诗巴丹潜水
一定要提前预定，节假日期间至
少要提前三个月。
● 浮潜同样需要申请许可证。

●海洋环境很脆弱，练习好自己
的技巧，你的技术和动作越完
善，对它们的伤害就越小。
●严禁触碰、拿取海底生物拍
照，禁止喂食和捕捉。

TIPS：诗巴丹潜水许可证

TIPS：潜水环保

作为世界级潜水胜地，诗巴丹潜点众多，每一
个都极具特色，我们来看看几个最受欢迎的。

海狼风暴点Barracuda Point

最受欢迎的潜点，“海狼风
暴”是数千条甚至上万条海
狼，聚集成一个龙卷风形状
的鱼群迅速上升或者左右移
动，场面非常震撼。
除了海狼风暴外，还可以看
Jackfish 群，隆头鹦哥群，
以及数以千计的燕鱼在面前
翻飞。

龟墓 Turtle Patch 

因为潜洞内有众多海龟的
骨骸，充满了神秘感。龟
洞已经不再向普通潜水员
开放。
除非拥有洞穴潜水的证书
才可安排在这里潜水。此
潜点必须要潜导的陪伴，
禁止单独潜水入龟洞。

珊瑚花园 
Coral Gardens

珊瑚花园在很浅的水下，阳光温柔地洒落在碧水下的珊瑚上，色彩缤
纷；各色小鱼逡巡穿梭，相比海狼风暴的震撼，这里另有发现小东西的
乐趣。

白鳍鲨大 Whitetip Avenue

经常可以看到礁地上栖息着的白鳍鲨，灰色
的身影贴在海底纹丝不动。这些鲨鱼对人类
没有攻击性，见到人后甚至会扭头就走；但
也会让初次与鲨鱼亲密接触的人无比兴奋与
紧张。

人在旅途 ON THE ROAD

SIPADAN —— 潜水圣地
诗巴丹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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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发源于希腊

　　关于古奥运会的起源，至今仍然有许多
说法，一个说法是斯巴达国王因觊觎奥林匹
克而侵入伊利斯城邦，伊利斯王坚决反抗。
后来，双方为举行一场体育大会而签订休战
条 约 。 在 盛 会 期 间 ， 全 希 腊 实 行 “ 神 圣 休
战”，由此，象征和平的奥运会诞生。
      关于古奥运会的起源，还有一个背叛和血
腥传说。
    伊利斯城邦国王俄诺马俄斯有一个非常美
丽的女儿，叫希波达美娅。她倾国倾城，还
十分聪颖和善良，求婚者络绎不绝。可是俄
诺马俄斯国王得到一个神谕：“女儿结婚，
死亡之神就会降临。”国王害怕自己死去，
便阻止女儿结婚。可是女儿大了，不得不去
嫁人，于是他便张贴布告，凡愿意和国王女
儿结婚的人，必须跟他比武，赢者可得公主
而回，败者便处死。

       然而，要打败俄诺马俄斯却不容易。因
为，他不但拥有两匹“飞龙天马”，而且手
下的车夫米耳提洛斯勇敢强壮，战无不胜；
战车也是用特别材料制成的。这套战车奔跑
起来，犹如风驰电掣一般，无可匹敌。
      招亲公告发出后，求婚者不绝于途，但
一上比武场，他们随即就成了俄诺马俄斯国
王长矛下的殉葬品。
       一天，众神之首宙斯的孙子——佩罗普
斯，从吕开亚城邦来到了伊利斯城邦。他在
海边玩耍。在观赏景色时，他无意中见到了
希波达美娅，立即燃起了爱情之火，于是向
她求婚。但遭到拒绝。经过他再三恳求，希
波达美娅才吐露要比武求婚的真情。
       佩罗普斯于是去见国王，要求战车比
武。俄诺马俄斯听罢他的来意，仰天大笑，
答应说：“明天就比吧！”

       第二天清晨，俄诺马俄斯国王在宙斯神像前祭奠和祈祷完毕后，比武正式
开始了。他先对佩罗普斯说：“我可以让你先跑一步！”佩罗普斯跳上战车，
狠命地在马身上抽了一鞭，两匹烈马立即昂首嘶鸣，绝尘而去。俄诺马俄斯手
持长矛，不慌不忙跳上金碧辉煌的战车。车夫米耳提洛斯立即催马扬鞭。佩罗
普斯的战车跑了甚远，但俄诺马俄斯国王的两匹“飞龙天马”一撒蹄，战车就
如发疯似地拖曳着闪光追了上去。一瞬之间，佩罗普斯身后传来“嗒嗒嗒”马
蹄声，他回过头一看，只见国王俄诺马俄斯的长矛就要刺过来了!
       就在那一刹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喀嚓”一声，战车的轮子飞脱
下来，战马受惊一跳，诺马俄斯国王身子一歪，仓促之中就被摔下战车，瞬间
车轮从他身上碾过，竟然被活活压死。
       是众神之首宙斯保佑了自己的孙子佩罗普斯?不是！
       原来，头天晚上，佩罗普斯用巨金买通了车夫米耳提洛斯。米耳提洛斯回
到王宫后，偷偷把国王战车上固定车轮用的穿钉卸了下来，换上用蜡烛油制成
的穿钉。就这样，佩罗普斯取得了胜利，娶了美丽的希波达美娅，并且还登上
了伊利斯城邦王位。
       为了庆祝胜利，佩罗普斯亲自主持在奥林匹亚举行盛大聚会，他一改过去
祭神大典的形式，改为体育竞技大会。于是，形成了以体育竞赛为主题的初具
规模的第一届古代奥运会。由此，佩罗普斯也成了古奥运会的创始人。
       这是古代奥运会起源的传说之一。
       古奥运会每4年一次，始于公元前776年，一直至公元394年，共举行293
届，持续了一千多年。

“神话传说”之奥运会是如何起源的：
准女婿杀了国王的登基庆祝会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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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小知识，你知道吗？

什么是奥运会？

奥运会每四年一届，会期不超过16
天，分为夏季奥运会（奥运会）、夏
季残奥会、冬季奥运会（冬奥会）、
冬季残奥会、夏季青年奥运会（青奥
会）、冬季青年奥运会和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特奥会）。 奥运五环标志由5个奥林匹克环从左到右

互相套接组成，可以是单色，也可以是
蓝、黄、黑、绿、红5种颜色，分别代表
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美洲5大洲。
五环象征五大洲的团结以及全世界的运
动员以公正、坦率的比赛和友好的精神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一堂。

奥运会期间在主会场燃烧
的火焰即是奥运圣火，是
为了纪念古希腊神话中为
人类上天盗取火种的英雄
普罗米修斯。奥运火种必
须来自奥运会的发源地、
古希腊奥运遗址——希腊
奥林匹亚，采取火炬接力
方式从奥林匹亚传到主
办国，以此来象征现代奥
运对古希腊奥运精神的
承传。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共设28个大
项，306个小项比赛。高尔夫重返奥运
会，七人制橄榄球加入奥运会。

Olympic Games facts, do you know?

Let's go

Q&A

奥运会的全称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发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因举办
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是目前世界上
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事。古代奥林匹
克运动会停办了1500年之后，法国人
顾拜旦于19世纪末提出举办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倡议。1896年4月6日，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古代奥运发源地
希腊雅典举行。

奥运会几年举办一次？

奥运会为何要点燃圣火？

为什么奥运标志是五环？

新增项目：高尔夫、七人制橄榄球

文化视野 CULTUR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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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饮食，

“CRAZY X”四人帐篷

 Coros LINX 智能头盔

HYVE Icaros 虚拟现实健身器

以及人们的健康

——健身运动的饮食营养搭配

      说到合理的营养，指的就是一日三餐给予身体提供的热量和营

养元素，是否能和日常运动训练中的能量与营养保持平衡。

文章来源：网络

想要一个强壮的体魄，健康的身体，不仅仅需要

运动，运动饮食也同样重要，运动饮食与运动营

养搭配，反而对健康有更大的帮助。

生命在于运动是老幼皆知的常识，运动不仅锻

炼肌肉、骨骼、内脏，还可以提高智力，影响

心境。

饮食得当助美丽。食物满足身体的各种营养需

求，适当量的蛋白质摄入能够供生长发育、身体

组织的修复更新以及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文字编辑：雷梦娇
版面设计：雷梦娇

      从营养素来讲，要有充足的热能，而且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的含量和比例要适当，有充足的无机盐、维生素、微量元素和

水份，也就是说每日各种食物的种类和数量的选择要得当、充足。

如何实现合理营养呢 ?

      第一，运动者要改变观念，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一日三餐的合理

营养。需要正确认识到，运动和饮食是密不可分的，健身饮食与运

动营养搭配，造就更加健康的身体。

     第二，运动者要加强自我营养知识的学

习，根据自己每天的训练量，合理选择三

餐食物种类和数量，而不是单单根据自己

的喜好选择食物。

     第三，选择主食方面最好为含有碳水化

合物的米、面和馒头等，给予身体的能量

补充，使得锻炼的时候更有活力。要避免

选食过多的肉类，避免不必要的危害。

     另外，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比例要适

宜，应多食牛奶和豆制品以代替部分肉类。

食用各种各样蔬菜和水果时，尽量生食，

以减少营养素的损失。少吃或不吃油炸食

物、肥猪肉、烤鸭、腊肉、奶油等，它们

可能带入体内过多的脂肪，会引起肥胖。

     运动与饮食相结合这样会让你锻炼的效

果更佳明显，一个合理的饮食原则，在健

身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拓展视野，新型运动小产品

      DOPPELGANGER OUTDOOR 是

个日本户外运动品牌，最近他们推出了世

界首个：”X“型的四人帐篷“CRAZY X”。

X 形状的帐棚从中间向四方延伸出四个睡

觉区，想要和大家一起同欢时，就聚集在

中间的「交谊厅」，累了就滚回自己的「卧

室」补眠，每个「卧室」都有个小侧门做

为专属出入口。

    “CRAZY X”之所以 crazy，是因为

DOPPELGANGER OUTDOOR 希望使

用者能够像孩子一样愉快的在野外玩乐，

找回孩童时代那种打造“秘密基地”的感觉。

      在中央可以透过顶部的网眼欣赏夜空。         

只要将帐篷折好放入专属的收纳袋中，扛

起来马上就可以走。收纳袋约 54 公分长，

放入帐棚后大概只有 3.6 公斤，所以当正

规行李上肩扛着走，也不是个太大的负担。

       对于骑行者来讲，安全是重要的。很多

人会为骑行者设计专门的智能设备，但从携

带上来讲，它们都不如头盔一样实用。因为

不管它是否是智能的，骑行者都需要佩戴专

业的头盔。因而设计师 Chuck Frizelle 就

设计了这款 Coros LINX 智能头盔。

      从外观上来看，这款 Coros LINX 智能

头盔跟普通的自行车头盔张的一样，完全

符合自行车运动的需求，但不同的在于它

属于一款智能可穿戴产品。它一个内置蓝

牙系统，在通过蓝牙与智能手机相连后，

可以利用智能手机上的配套 App 随时查看

自己的骑行情况和具体的信息。

      另外，骑行时大家都喜欢听音乐，头盔

的头戴上带有骨传导设计，可以将手机里

的音乐通过头盔传至耳朵里。此外，为了

方便调节声音和切换音乐，它还带有一个

镶嵌在车把手上的调节器。。

      HYVE 创新设计公司推出的“Icaros”

健身器是一款结合了先进 VR 技术的室内

健身器械，看上去就是一台个人飞行模拟

器，佩戴好 VR 头盔之后，就需要你调动

全身的肌肉来保持平衡与策应，飞行几分

钟的运动量相当给力，而且惊险又刺激，

居家运动娱乐必备。

      戴上 VR 眼镜，在机器上亲身体验公司

研发的 VR 游戏时，就会发现其设计之精巧。

用户需要跪坐在机子上，将肘部和膝部支撑

在设备的支架上，通过握柄上的感应器，机

器实时监测用户的身体情况，同时 VR 眼

镜为用户呈现出一幅璀璨壮阔的外太空场

景，就像《星际穿越》的太空漫游一样酷。

      Icaros 研发了一套针对肌肉群的锻炼方

法，包括：颈部、胸部、肩部、腹部、小腿

和其他。同时，用户的平衡力、注意力和运

动反应能力也能得到提升。

运动的方式丰富多样。你可以带上帐篷去爬山，

享受自然的美；你也可以骑上自行车，戴上头盔

去游历整座城市；或者，你可以选择待在家里进

行室内运动，体验智能化健身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