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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走出来
余杭最美的健康步道你走过了吗

在经历了30天的热身赛后，5月11日，第三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正式开赛，比赛将历时100天，至8月18日结束。来自余杭区各部门、镇
街、平台的51支队伍、826名队员参加了比赛，这些参赛队员佩戴专业的运动处方计步器，每天需要完成3个运动处方，在指定运动时段（“朝三”或“暮四”）完成
健走步数，达到日行一万步的总运动量，同时参与健康专题知识学习和答题。

自2016年起，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每年都组织开展“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大奖赛，在全国各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开展团队健走竞赛。今年2月26
日，区健康办在全区所有区直单位和镇街、平台广泛发起“健康余杭，万步有约”百日健身走活动，号召更多职业人群参与科学健走运动，改善职业人群的健康状
况。4月21日，第三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浙江省启动仪式暨“健康余杭 万步有约”启动仪式结束后，全区各地积极响应。截至4月，各镇街、
平台开展各类健走毅行活动近30余场，参与人数达4000余人。

记者 沈雯 通讯员 洪沄洁

■公交BRT6号线配套工程 位
于文一西路（绕城公路-闲林港）
两侧绿化带内，单侧长约 3.5 公
里，全长约7公里，已建成。
■杭州未来科技城文二西路两
侧整治工程 贯穿杭州未来科
技城核心区块，东起荆长公路，
西至上仓路，北临何过港及核心
区南区块，南接五常湿地及核心
区中心岛，全长5800米，已建成。
■何过港（东西大道-良睦路）整
治工程（二标、三标） 位于杭州
未来科技城核心区，西起东西大
道，东至良睦路，北临葛巷路、高
桥畈路、与朱庙港相连，南临文
二西路，何过港（东西大道-良睦
路）整治工程二标健康步道长度
约 4100 米，何过港（东西大道-
良睦路）整治工程三标健康步道
长度约4416米，已建成。

浙江省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显示，
2016年，全省 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
率为 26.7%，高血压患者占成人总数达 1/
4；18岁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7.37%，
与2002年（3.0%）相比患病率增加了一倍
以上。造成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持续上
升最重要的原因，与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如吸烟饮酒、不健康膳食、缺乏运动等
危险因素增加有很大关系。你，也许就是
慢性病大军中的一员。

健走是最温和、最容易坚持的运动，
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健身运动，不受年龄、
性别、场地的限制，可以调节情绪、减肥塑
形、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在前两届全国

“万步有约”比赛中，浙江省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参赛职业人群的健康指标有所提
升，日行万步健康行为全面养成。全省参
赛队员体重平均下降 1.28kg、BMI指数平
均下降 0.47、血压控制率提升 8个百分
点。

健走时，姿势非常重要，要抬头挺胸，
双臂自然摆动，膝盖微微弯曲。健走的速
度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不宜过慢或者过
快，每分钟120步左右健身效果最佳。健
走步数以每天一万步以上为佳，有心脏
病、气喘或者心肺功能不佳的朋友，要循
序渐进，一感到不舒服就要停止。健走运
动强度虽然不大，但还是不要空肚子或是
饭后马上健走，最好是饭后半小时到一小
时之后再开始。

为深入推进“健康余杭”建设，根据
“健康余杭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余杭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有关工作要求，全区
加快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不断完善全
区体育场地社会规划布局和建设。本报

为你收集了全区各镇街、平台已建成、在
建和规划中的健康步道，有骑行绿道、公
园内健身道、古道、滨水步道等，这些健
康绿道位置便利、环境优美、道路畅通，
是健步走的绝佳去处。

今年 4月是第 30个爱国卫生月，我区结
合国家卫生城市复评迎检、“美丽余杭”建设、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厕所革命以及卫生乡
镇创建等工作，围绕“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
康”这一主题，在全区各部门、镇街开展以城
乡环境卫生整治为重点的爱国卫生月活动，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此次爱国卫生月期间，各镇街、村（社区）

等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动员广大基层干
部、群众参与到治理环境卫生中来，以背街小
巷、建筑（拆迁）工地、城中村、城郊结合部、

“八小”行业和农贸市场及周边等领域为重
点，彻底清理环境卫生死角，清除河渠两岸及
河道内的垃圾污物。对室内和房前屋后的环
境进行清理，清理废弃器皿和废旧轮胎，清除
露天平台、跳台等处的各类积水和垃圾，清理

绿化带、拆迁工地内的垃圾和废弃杂物，铲除
蚊虫等病媒生物孳生环境，从源头上控制病
媒生物孳生。

据统计，爱国卫生月期间，全区共开展活
动 2160次，治理脏乱道路 822431.6平方米，
清除垃圾45854.2吨，清除乱张贴19734张,消
除病媒孳生地3115处。

记者 沈雯 通讯员 倪君芳

关注小环境 共享大健康

余杭区开展“第30个爱国卫生月”活动

超山风景名胜区开展环境卫生集
中整治行动

临平街道清理背街小巷乱堆放的杂物

运河街道

■亭趾港集镇段游道
位于亭趾集镇段，全长

1200米，预计2018年底建成。
■禾丰港滨水步道

位于五杭段，全长240米，
预计2018年建成。
■亭趾港南栅口段滨水步道

位于南栅口段，全长 200
米，已建成。

■乔司健康主
题公园步道

位 于 乔 司
街道保庆街和
平公园内，全长
300米，已建成。
■乔司和睦港
健康步道

位 于 和 睦
桥村和睦港边，
全长1500米，预
计 2018 年 6 月
底建成。

乔司街道

亭趾港南栅口段滨水步道

■塘超小径
一期工程

起于古镇八字
桥，东线沿石
目港，西线沿
秋石北路，两
线汇于超山北
园，全长约 16
公里，其中滨水步道 9 公里。二期工
程从丁山河漾向南沿深结港，跨沿山
港上超山，过青莲寺至海云洞，约4公
里，已建成。
■和谐小径

位于河西埭村 3 组范埠斗南段，
靠近北塔洋，全长2.5公里，已建成。

塘栖镇

和谐小径

■古道 龙旋村独山游步道，全长 750
米，已建成。
■滨水步道 位于前村社区，全长 1 公
里，已建成。

崇贤街道

■临平山环山游步道
临平山环山一圈，

环山总长约4公里，已建
成。
■上塘河绿道 全长约
3公里，已建成。
■梅堰路沿河绿道

全 长 800 米 ，预 计
2018年6月建成。

临平街道

临平山游步道

■胡桥社区党建公园漫步道
胡桥文体中心，全长300

米，已建成。
■星光社区红色小径

位于港园路，全长约320
米，已建成。
■市民公园及湖东绿廊（皇
国山公园）

位于兴元路和兴盛路交
叉口，全长约 4800 米，已建
成。
■姚家埭西太洋游步道

用地面积约 69.6 亩，沿
湖（8米范围内）一圈5.8公里
长设置游步道及配套设施，
预计2018年6月中旬建成。

东湖街道

■体育公园 位于太平社区，园区内
有3.5公里、0.8公里等多类型跑道，预
计2018年建成。
■东湖公园 位于新丰路西侧，文正
街北侧，其中滨河步道全长约700米，
预计2018年建成。
■东湖绿道 北起人民大道，西至世
纪大道，全长4.5公里。其中，赭山港
全长约1200米，王家畈港约1400米，
乔司港长约1900米，已建成。

临平新城

东
湖
公
园

■和睦港健身
游步道

位于和睦
港东岸，北至
天鹤路，南至
临丁路，全长
2.5 公里，已建
成。
■上塘河健身
游步道

位于上塘
河南岸，欢西
路往西至江干
区丁兰街道，
全 长 3 公 里 ，
已建成。

■方家山公园漫步道
位于闲富中路与

方家山路交汇处，步
道全长约2公里，已建
成。
■灵项溪游步道

位于里东路与科
创北路交汇处，游步
道2300米，已建成。
■闲祝线公园健身
道、滨水步道

位于闲祝线里项
段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内部，健身步道全长
760米，沿河滨水步道
全长615米，预计2018
年底投入使用。

■中央公园
位于文一西路北，创远路

西，创景路东，园内健身道共计
约5公里，已建成。

■杭变桥-马岭脚滨水步道
位于新泰村，全长 3.5 公

里，预计2018年建成。
■马岭脚-寺前头滨水步道

位于紫荆村，全长 3.5 公
里，预计2018年建成。

星桥街道

闲林街道 仓前街道

中泰街道

■沿山河步道
位于友谊社区，全长672

米，已建成。

■牡丹公园游步道 位于普宁村牡丹园
内，全长2公里，已建成。
■西塘河滨水步道 位于九龙村西塘河附
近，沿河景观道全长约1.1公里，已建成。
■西山斗健身道 位于云会村西山斗自然
村，全长约100米，已建成。
■南庄湾北健身道 位于云会村南庄湾自
然村北面，全长约200米，已建成。
■南庄湾南健身道 位于云会村南庄湾自
然村南面，全长约100米，已建成。

五常街道

仁和街道

■苕溪风光带 北起梦溪大桥南至 104
国道，包含一条慢行道、苕溪北路沿线景
观带及小公园等，范围全长约 2.2 公里，
已建成。

■长径线沿线健康
骑行绿道 位于径
山镇长径线沿线，
全长 5.168 公里，其
中栈道 1.2 公里，预
计2018年6月建成。
■大径山绿道 全
长 18 公里，沿线设
置 11 个驿站，将千
花里花海、山水见

公园和旅游集散中心等 12 个项目节
点串珠成链，已建成。
■四岭村溪边游步道 位于径山镇四
岭村仕村溪边上，全长1.2公里，预计
2018年6月建成。
■平山村溪边游步道 位于径山镇平
山村，全长1.3公里，预计2018 年6月
建成。

■黄湖镇王位
山森林古道

位于王位
山村和青山村
内 ，全 长 约
6.48 公 里 ，预
计2018年底建成。
■黄湖大溪健身游步道 位于黄湖溪
工业园区东侧，起点位置为清兴路，终
点位置为东山堰，河道全长1000米左
右，预计2018年底建成。

瓶窑镇

径山镇

大径山绿道

黄湖镇

黄湖大溪游步道

■石竹园环鱼石岭水库骑行道 位于
百丈镇石竹园村，全长4公里，已建成。
■平天堂游步道 百丈溪口村，全长
7.8公里，预计2019年建成。

百丈镇

未来科技城

每天一小步 健康一大步

看看你身边的美丽健康步道

第三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实地健步走活动

乔司街道“万步有约 阳光健走”激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