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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大爷热衷“撸铁”，饮食精准到“克”
健身38年获15块奖牌“年轻”诀窍：有规律的、合理的健身和严格的饮食控制
提起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活
动， 人们想到的或许是池塘边
垂钓， 公园里下象棋， 跳广场
舞。在长沙，有这么一位72岁大
爷戴力坚， 他的生活必备是去
健身房“撸铁”。在前不久落幕
的2020湖南省第十一届全民健
身节暨湖南省第十一届俱乐部
健美健身锦标赛上， 有着一身
肌肉的戴力坚斩获了季军，这
也是健身38年的他获得的第15
块奖牌。有规律的、合理的健身
和精准到“克”的饮食控制，是
这位“老牌”健美健身运动员活
得比同龄人“年轻”的诀窍。

34岁时用自制健身器材
开始健身

退休前在国企工作的戴力
坚， 下定决心开始健身是在
1983年。 那年，34岁的他和几
个工友用自制的健身器材，开
始 了 健 身 。 一 年 后 ， 他 们“转
战”到长沙市工人文化宫里的
健身房。1985年， 戴力坚成为
了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中的一名
健身教练， 此后还担任过由湖
南省总工会和湖南省体委举办
的湖南省职工健美运动教练员
培训班总教练。 戴力坚介绍 ，
“2016年 至 2019 年 期 间 ， 我 还
被长沙市公安局多个支队请
去 教 健身，培养了一批警界健
身精英。”
如今，身高不到一米七，拥
有一身健硕的肌肉， 体重70公
斤的戴力坚依然十分干练，精
神和体态在旁人眼中只有三四
十岁。38年的健身时光，使他的
体 脂 率 常 年 都 保 持 在 15% 以

下，是朋友圈中的“老牌”健美
运动员。 戴力坚对自己的要求
也很高，每周都坚持5次力量训
练， 其中卧推重量达100公斤，
深蹲重量达120公斤，硬拉可到
140公斤，另外还有跑量30公里
的有氧训练。 戴力坚拍拍胳膊
上的肌肉说，“现在我每周只有
一两天不去健身房， 希望这样
的状态能一直坚持下去， 到90
岁时， 还能去参加全国和世界
健美健身比赛。”

“健身可以延缓衰老，而且
健身需要坚持， 饮食和锻炼都
同等重要， 需要保持均衡的营
养来满足身体的代谢， 还要补
充足够的蛋白质。”谈到健身给
自己带来的益处， 戴力坚感受
颇深。“因此牛羊肉、鸡蛋、鱼肉
和果蔬是我每天必须吃的食
物。”
据了解， 戴力坚严格控制
每天摄入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
物，“碳水化合物一天一共摄入
200克至300克， 蛋白质一天一
共摄入150克至180克。”就是这
样严格的饮食控制和规律健
身， 让戴力坚不仅30多年都没
有感冒， 也让他的体格和心态
比同龄人更“年轻”。
经常见到部分年轻人为了
减肥而去健身房做单一的减重
训练， 健身经验丰富的戴力坚
提醒，单方面地追求瘦，很容易
造成抵抗力下降， 没有肌肉的
保护，膝关节、手关节等也很容
易受到损伤。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陈力

民警消防联手救出
市民：望相关单位排查类似危险

支招

段属于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由长沙城投集团负责施工，目前
暂未移交。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
外，事发当晚，雨花区市政设施
维护中心安排应急人员在涉事
窨井周边设置了围挡，并将相关
情况反馈至长沙城投集团。
据悉，城区窨井的产权所属
单位主要包括市政设施、供电、供
“
希
水、燃气、电力、广电、通信等。
望相关单位能引起重视， 排查一
下周边的路段是否还有类似的危
险，让大家能够放心出行。”附近
居民说道。
■记者 杨洁规

3招避开“陷阱”

如何防范“吞人陷阱”，市
政维护人员提出了3条个人防
范措施：一是懂点井盖常识。下
雨天注意路面情况， 看到马路
上冒水，应提防井盖被水冲走。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被判赔1038元

严格控制饮食、规律健身

10岁男孩掉入5米深无盖窨井

本报11月22日讯 11月20
日下午6点30分左右，长沙一10
岁小孩在长沙市湘府东路一公
交车站等车时，不慎掉入路边一
个5米深无盖窨井，幸得民警、消
防及时救援，无生命危险。
正在附近等车的市民见有
人掉落后， 立马拨打110和119
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将伸
缩梯放至井底，再让男孩自行爬
上来。 由于男孩只是受轻微伤，
上到地面后就被家人接回家中。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雨花区
市政设施维护中心获悉，事发路

“人脸识别第一案”
一审宣判

二是做点照明准备。 对于没有
路灯或者路灯昏暗的地方，最
好自备手电照明。 三是在路上
行走时要注意脚下的路， 防止
意外掉落“陷阱”。

戴力坚在健身房健身。

受访者 供图

视频连线手语翻译
聋哑新人领到结婚证
民政局创新举措带来贴心服务
本 报 11 月 22 日 讯 近
日， 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来了一对聋哑新
人， 由于两人并没有手语翻
译陪同， 给办证人员出了个
大难题。 为了帮助这对新人
结为连理， 办证员现场视频
连线手语翻译员， 让这对新
人顺利完成了登记流程，成
为了一对合法夫妻。
这对聋哑新人在排队
时， 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他们
的特殊， 并且没有手语翻译
同行， 于是现场连线手语翻
译。工作人员在与5级手语翻
译员张喜红确认后， 代为填
写了聋、哑、盲人结婚登记询
问笔录。
想着即将成为夫妻，两位
新人很是激动，细心整理对方
的衣领，脸上满是笑意，幸福
溢于言表，这一幕也感动了周
边的人，纷纷竖起大拇指为他
们送上祝福。 资料备齐后，他
们也被领到了婚姻登记窗口。
“请问双方是自 愿 结婚
的吗？”按照法规，婚姻登记
员逐条询问了双方的个人信
息、 身体健康状况以及结婚
意愿， 手语翻译员张喜红则
在一旁与当事人交流。 登记
员予以确认后， 两位新人便

在“聋、哑、盲人结婚登记询
问笔录”上签名按手印。
在登记员宣读 《婚姻登
记个人信用风险告知书》和
《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后，
当事人在翻译的帮助下，再
次确认信息并签名、按手印。
登记员通过湖南省婚姻登记
系统， 成功为这对新人办好
了结婚证，并现场颁证。
“对于聋哑人结婚登记，
需要特事特办，让他们‘少跑
一趟’或‘只跑一趟’。”长沙
市雨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主任龚政表示， 根据法律规
定， 婚姻登记工作要求双方
必须能够表达自愿结婚的意
愿， 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方可登记。以前，聋哑人要
办婚姻登记， 多是通过文字
来表达意愿的， 如果遇上不
会写字的聋哑人就会变得更
棘手， 所以会要求聋哑新人
必须与手语翻译员一同前
来。“视频连线手语翻译员是
一种创新，既符合规范流程，
又减少了聋哑人办理结婚登
记的难处。 我们也将不断探
索新模式， 为雨花区的新人
们带来更贴心、更暖心、更舒
心的服务。”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熊瑛 通讯员 邓颖晴

因为被动物园要求采用“刷脸”
方式入园，游园年卡办理者郭兵在协
商不成的情况下，决定以服务合同违
约为由， 将提供服务的杭州野生动
物世界告上法庭。11月20日，这一涉
及公民生物识别信息采集的服务合
同纠纷案一审宣判。最终，法院判决
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
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 删除其办
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
的面部特征信息；驳回郭兵提出的其
他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原
告郭兵支付1360元购买野生动物世
界“畅游365天”双人年卡，确定指纹
识别入园方式。 郭兵与 其 妻 子 留 存
了姓名、身份 证号 码 、电话 号码 等 ，
并录入指纹、 拍照。 后野生动物世
界将年卡客户入园方式从指纹识别
调整为人脸识别， 并更换了店堂告
示，还两次向郭兵发送短信，通知年
卡入园识别系统更换事宜，要求激活
人脸识别系统。此后，双方就入园方
式、退卡等相关事宜协商未果，郭兵
遂提起诉讼。
该案由于涉及人脸等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采集、使用等问题，受到舆论广
泛关注，被称为
“
人脸识别第一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是对经营者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尤
其是指纹和人脸等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行为的评价和规范问题。 本案中，
客户在办理年卡时，野生动物世界以
店堂告示的形式告知购卡人需提供
部分个人信息，未对消费者作出不公
平、不合理的其他规定，客户的消费
知情权和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权
未受到侵害。郭兵系自行决定提供指
纹等个人信息而成为年卡客户。野生
动物世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指纹识
别、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其行
为本身并未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原
则要求。
但是，野生动物世界在合同履行
期间将原指纹识别入园方式变更为
人脸识别方式， 属于单方变更合同
的违约行为， 郭兵对此明确表示不
同意， 故店堂告示和短信通知的相
关内容不构成双方之间的合同内
容，对郭兵也不具有法律效力，郭兵
作为守约方有权要求野生动物世界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双方在办理年
卡时， 约定采用的是以指纹识别方
式入园， 野生动物世界采集郭兵及
其妻子的照片信息， 超出了法律意
义上的必要原则要求， 故不具有正
当性。此外，审理中未发现有证据表
明野生动物世界对郭兵实施了欺诈
行为。
判决后，原告郭兵表示，由于确
认野生动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
中相关内容无效等诉讼请求未得到
法院支持，将考虑针对这部分诉请提
■据新华社
起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