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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浔城健身场馆遍地开花
提醒：
应根据自身素质来选择
□ 浔阳晚报记者 黄泰

母亲节，
庐山市上畈徐村举办了一场盛会

160 名出嫁女集体回娘家感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
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走进
健身房，通过健身来达到提升身体素质或
塑形的效果。如今的健身房不仅仅局限于
传统形式，新式健身房（比如小型工作室）
或者是户外健身的方式也逐渐兴起。不同
的人群该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
是不少健身爱好者思考的问题。

健身房遍地开花
“今年，我们学校附近就新开了两家健
身房，其实每家健身房的健身器材、课程基
本上都差不多，价格也算便宜，运动氛围也
不错。”今年大三的小婷告诉浔阳晚报记
者，他们学校附近健身房越开越多，如今已
经有 4 家健身会所，每家健身房都有自己
的特色，比如，越来越好的环境，赠送私教
课等项目，教练跟踪服务等。
浔阳晚报记者走访多家健身房发现，
其实每家健身房的器材设施和环境都大同
小异，健身区域都设置了有氧训练区和无
氧训练区，另外还有瑜伽、体操、动感单车、
私教训练室等区域。只有极个别的项目有
所不同。另外，每个健身房每天都有相应
的健身课程，由健身教练统一组织训练，课
程内容涵盖瑜伽、爵士舞、有氧操、动感单
车等，健身房会员都可以免费上课。

传统的健身房依旧火爆
在城区某健身房，刚为几名顾客介绍
完传统健身房情况的何顾问告诉浔阳晚报
记者，每月底是最忙的时候，有不少顾客会
来健身房参观咨询。传统健身房还是比较
受欢迎的，它的优势很明显。一方面传统
健身房空间大，器械种类丰富；另一方面，
除了私教课程，还可以选择自主训练或者
上团体课，顾客的选择多样且自由。现在
的健身房比较多，顾客在选择时更多考虑
离家或上班地点近的地方，健身房的选址
也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传统健身房为更
广泛的顾客提供了选择。
市民李先生也是如此认为，他告诉浔
阳晚报记者，他有着多年的健身经历，曾在
多家健身会所办过会员卡。他说：
“将健身
变成一种习惯，其实对生活也会起到积极
作用，我健身以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人变得
勤快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懒惰。”而另一
位市民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在健身房里上
一节动感单车课，我能将一天的压力释放
出来，如今健身已经成为我释放压力的最
好方式。”

健身房选择应综合考虑
当下，随着健身方式的丰富，越来越多
市民开始健身，但许多市民不知道如何选
择正确的健身方式。在采访中，一位有着
多年私教经验的张教练表示，在选择健身
房时，要根据个人自身素质来考量。
“ 有运
动基础或懂怎样健身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懂科学地运用器械，能规划自己训练计划
的人群，更适宜选择传统的健身房；但是完
全没有运动基础，又想达到比较好的训练
效果的人群，则更适合选择工作室类型的
健身房。相对传统健身房而言，工作室的
教练更为专业，训练也更具针对性。
”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采访到了一位曾
经加入健身大军的刘女士。她说，她曾在
一家健身房办了一张三年卡，如今两年过
去了，去健身房的次数屈指可数。评价办
健身卡值得与否，刘女士很客观地说：
“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那种脑子一热，依赖
健身房减肥的心态要不得。首先你得喜
欢锻炼，继而爱上健身房，要不然办卡也是
浪费。”
有不少健身达人认为，消费者还是要
理性选择是否办理健身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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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刚刚
过去的母亲节给庐山市横塘镇上畈徐村
村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5 月 12 日，
上畈徐村迎来了一场盛会：村里 160 名出
嫁女集体回娘家，感恩母亲、姊妹团聚，亲
友重逢，叙旧事、拉家常、感亲恩，场面温
馨，感人至深。据悉，这是该村首次举办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当天上畈徐村
十分热闹，场地周边人头攒动，彩旗迎风
飘扬。全村的男女老少们身着节日的盛
装，喜迎他们
“老姑、少姑”的到来。160 名
出嫁女穿着红衣服、系着红围巾缓缓走进
村里。远望过去，那浩浩荡荡的队伍如古
时皇妃省亲般声势浩大。天气晴好，心情
大好，她们个个笑靥如花，村庄充满了节
日的喜庆。家人们在祖堂前场早已做好
热情接待的准备，他们敲锣打鼓、舞龙，欢

天喜地。这些出嫁女集体回娘家后，集中
拜祖，共同表演文艺节目，更以诗朗诵的
方式讴歌母爱，
感恩母亲。
活动主要组织者徐胜梅告诉浔阳晚
报记者，她虽然在县城长大，但祖籍地在
上畈徐村，因回“娘家”比较少，而且平时
联络少，村里嫁出去的老少姑娘们彼此
并不相熟。半年前，她遂萌发了组织出
嫁女集体回娘家并感恩母亲的想法。说
干就干，她专门建了个活动筹备群，并发
动几个熟悉的同乡姑娘把出嫁女一一拉
进群。在她的倡导下，大家积极加入微
信群，共同筹备集体回娘家的活动。到
了今年 5 月 12 日，从上畈徐村嫁出去的
姑娘们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姑”，还是刚
刚新婚燕尔的“少姑”都来了。故乡就是
一个磁场，就这样把一颗颗恋娘家的心吸
引过来了。她们或陪母亲过了个难忘的

母亲节；或邂逅儿时玩伴，好好叙旧一番；
或跟几年没碰面的老姊妹话家常……儿
时的记忆，故乡的味道，让大家沉醉不知
归路。
村民们都希望这一脉流传的出嫁女
亲人，来年再来娘家共享团聚的欢乐时
光。而许多出嫁女也非常看好这种活动，
有的说：
“ 这种民俗文化为庐山市蓬勃向
上的精神风貌增添了活力和喜庆色彩。”
有的表示：
“ 故乡的人最亲，故乡的水最
甜，故乡的姐妹最可爱，感恩父母，我们来
年再聚！”还有的认为，
“重温少女情怀，感
恩养育之恩，看看家乡变迁，这是有意义
的活动，值得推广！”更有人在美好的回
忆中，对“娘家”充满祝福之情：活动虽已
拉下帷幕，但耳旁仍有鼓乐齐鸣、彩旗飘
扬、欢歌乐舞，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
日子啊！

新车只开 2000公里 高速上就出故障
经反复维修都没解决问题
随着国产车队伍的逐渐壮大，
很多人买车的第一选择都是国产
车。近日，家住柴桑区的市民闫女
士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2018 年她
购买了一辆猎豹 SUV，跑了 2000 公
里就反复出现故障，
令她苦不堪言。

□ 浔阳晚报记者 余 超/文
徐田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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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行驶 2000 公里 高速上皮带盘脱落
5 月 14 日，浔阳晚报记者见到了闫女
错，没想到今年 3 月 13 日在从福建回九江的
士，提起在高速公路上出现的故障，她至今
高速路上，车辆出现故障，让她惊心动魄。
心有余悸。闫女士于 2018 年 12 月在开发区 “我从事运输行业，所以经常上高速。没想
盛达猎豹 4S 店花费 10 余万元购买了一辆猎
到新买的车才开了 2000 公里就出故障，差
豹 SUV，
“当时丈夫看中猎豹汽车的外形，比
点引发交通事故。”闫女士介绍，当时一家 5
较大气就决定购买了。
”
口人都坐在车上，行驶的途中出现高温，她
提车回家后，闫女士刚开始感觉还不
及时刹车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打开引擎

盖，发现皮带盘脱落。
“还好及时停车，不然
继续高速行驶，还不知道出现多大的事故。
”
新车出故障后，闫女士就打电话给厂
家，
厂家派人到高速检查维修，
并让她去附近
4S 店更换配件。3 月 15 日，闫女士将车开到
九江猎豹服务站，更换皮带盘等配件，服务
站告知车辆正常后，
闫女士便开回家了。

多次出现故障 车主反复往返 4S 店
3 月 19 日，闫女士在开车时发现，车辆
再次出现故障，而且反复在 4S 店维修都没
有解决问题。
“ 温度一直降不下来，就又找
4S 店，又换了一个零件。修好后开回去，第
二天又出现问题，来 4S 店又换了个风扇、火

花塞。开回家后又出现这个问题，又换风
扇、暖风芯子、水箱等。
”
浔阳晚报记者在一张盖有 4S 店公章的
维修情况说明上看到，从 3 月 13 日至 21 日，
闫女士的车辆维修了 4 次。闫女士说：
“最

后一次维修完后，4S 店叫我把车开回家，我
就问他们到底修好没，没想到他们叫我把车
再放几天，防止再出问题。”闫女士气得火冒
三丈，
“ 新车才开 2000 公里，就换了多次零
件，我都产生心理阴影了，不敢开回家。”

车主与 4S 店协商不成 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陪同闫女士来到开
发区盛达猎豹 4S 店，与 4S 店的王总进行协
商。闫女士提出 3 点要求：第一，新车高速
上出现故障，厂家因给个正式说法。第二，
请猎豹汽车厂家及经销商以书面形式确认
车辆是否修理完毕。第三，从 3 月 13 日车辆

出现故障至今，
赔偿车主损失。
对此，4S 店王总表示，4S 店满足不了
闫女士的要求。
“ 自从事情发生后，厂家专
门派人来九江进行协商，我们多次上门找
闫女士沟通，但一直没有成功。”王总认为，
本来是一件小事，是工作人员沟通没有到

位才导致目前剑拔弩张。
“ 我们和厂家沟通
后，可以对所有更换后的配件延保，并补偿
3000 元。”
经过沟通，闫女士与厂家没有达成一致
意见。对此，闫女士表示会通过法律途径维
护自己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