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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耐寒夫妻”的冰冻传奇

耐寒，是詹春乙在接受采访中
喜于聊起的话题。

随着话题的深入，詹春乙不由
得意起来。原来，在安徽，只要说
比耐寒的本事，一定会提到他，他还
被人们冠以“宿州极地冰虫”的外号。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说法的，因
为我知道极地冰虫是全世界最耐寒
的生物。”喜欢归喜欢，想要获得这
个有着几分调侃意味的昵称，并非
动动嘴皮那般简单。

“它可是我一次次成功挑战寒冻
极限后换来的荣誉！”詹春乙说。

2013 年 2 月 28 日， 应 俄 罗 斯
远东地区体育局、冬泳协会的邀请，
以“中国冰人”王刚义为队长的中国
冰泳代表队一行 22 人，汇聚在北国
边陲小城黑龙江省黑河市，准备于 3
月 1 日出境，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冰
泳极限挑战赛”。当晚，由全国各地

冰泳代表队精心挑选的冰泳高手开
始陆续相聚，相互交流、鼓励。其
中，就包括了代表安徽参赛的詹春
乙、罗丽夫妇。

3 月 2 日 12 时 30 分，比赛在俄
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结
雅河开始。此时，户外气温已接近
-12℃，现场的人们都穿着厚厚的衣
服，只有参赛的选手穿着游泳裤在
岸边活动着手脚暖身。

这是詹春乙第一次在如此严寒的
户外参加比赛。“说实话，当时我自己
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眼看即将轮
到自己上场，心里没底的詹春乙为提
前适应水温，他一把拉着妻子罗丽赶
忙跑至一旁的临时泳池一起跳下。“下
了水，呆了几分钟后，心理负担一下
子就没有了。”詹春乙说，试水其实
是一个磨合的过程，主要为之后的挑
战成功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这次试水，夫妇俩果然收到了
奇效——“这次比赛，我在男子 800
米极限挑战赛中得了第四，与第一
名只差了不到 1 秒。我妻子的成绩
比我还好，在女子 300 米极限挑战
赛中得了第三，前两名是国外选手。”

自从在国际 大赛拿了大奖 后，
罗丽渐渐被人们称为“国内耐寒第
一女冰人”，詹春乙的“宿州极地冰虫”
名头也越来越响。

而这些成功，也不是随便就能
取得的。为了不停地挑战极限，罗丽
夫妻两人不时会自己买来冰块，在家
里训练。比如，这次来长沙参加挑
战前的 1 月 12 日，詹春乙专门到冷
库里自掏 500 元钱买回了 750 公斤冰
块。“光有冰块还不行，还要有器具。”
之后，詹春乙专门找人做了个足够成
年人坐着的大玻璃缸，两人时常一坐
就是几小时。

此次在长沙参赛，罗丽因为伤
病只得退赛。虽然在罗丽看来，这
是一场“不公平”的夫妻耐寒对决，
但它依然被詹春乙写入夫妻对决“31
胜 1 负”的记录中。“我和她到现在
一共比了 32 次，我就输给她一回，
那是我们的第一场对决。不过，虽
然比赛输了，但我却成了最后的大赢
家，因为不到一年，我就把她‘赢’
回了家。”

两人的首次对决，出现在 1996
年 12 月的一天。“当时（安徽宿州）
市里举办了冬泳比赛，我们都代表各
自所在的单位报名参加。”詹春乙还
记得，刚进预赛时，包括他和妻子
在内共有 124 名参赛选手，但进入
最终的决赛时，只留下了 8 人。此时，
决赛的场地也由起初的室内泳池改
换到了户外。

因临近年末，户外泳池的水温比
往常更冷。恶劣的比赛环境让詹春乙
起初有了“状态不好，甚至难进前三”
的感觉，他下意识地观察周围的对手。

“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几名决
赛选手中居然有一个女的。”更巧合
的是，两人的泳道刚好相邻。

比赛很快开始，令人意外的是，
第一圈排 在 首位的竟然是场中唯
一的女选手罗丽，詹春乙只暂列第
四；两圈过罢，詹春乙升至第二，罗
丽依然保持着首位领先。“后来才知
道，她很早就专门练习冬泳了，技术
很不错。”直到最后一圈，因体力不足，
罗丽的动作渐渐开始变缓，两人的
距离也开始越来越近。突来的意外，
出现在距离终点的 10 米处。“就在
我快赶上她时，她的一条腿突然抽
筋了，潜到水里挣扎了好一会才抓

着泳绳慢慢往前游。”詹春乙很快逼
近罗丽，眼看即将超越对方抵达终
点，詹春乙却突然没再顾得上往前
使劲，他迅快地游到罗丽身旁，一
手将对方搀起，最终游向终点。

“最后颁奖时，本来我俩都被评
为第一名，但最后我还是让给了她。”
那时的画面，詹春乙至今还记得，“她
当时还问我‘为什么把第一名让给
她’，我当时倒没多想，只是觉得要
不是她腿抽筋，第一名本来就是她的，
这样的便宜，我一个大男人没必要
去占。”之后，两人互留了电话，时
常见面交流或相约切磋泳技。很快，
两人陷入了爱河。

1997 年 10 月的一天，詹春乙与
罗丽走完了长达 10 个多月的爱恋征
程，一同步入婚姻殿堂。   

这一年，詹春乙 26 岁，罗丽25岁。

“我耐寒的本事最主要的还是靠
自己天生耐寒的体质。”詹春乙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最早发现自己
拥有独特的抗寒能力始于二十多年
前的一次粗心的远行。

“当时学校刚放寒假没多久，我
和朋友准备去黑龙江旅游。”詹春乙
回忆称，虽然自己是安徽人，却从
小在广东汕头市长大，很少遇到低
温天气，直到上飞机前才惊醒，自
己除了几件换洗的短衣短裤，竟然
没带一件过冬的棉衣。“飞机降 落
后，看到外面下着大雪，每个人都
穿着厚厚的棉衣顶着大风低头走路，
我才意识到自己穿得太薄，但已经
来不及了。不过，当时心里又想着总
不能不旅游就直接在机场买票回去
吧，索性就穿着短衣短袖下了飞机，
走了三里多路才找到一家大商场买

了件棉衣穿。”
短短的 1500 多米路程，詹春乙

走得并不容易。“风呼呼地往身上吹，
冷得我实在受不了，当时只能抱着
胳膊低头使劲往前跑。但没跑多远，
因为天冷风大，没法顺畅呼吸，又
只得步行前进。”

迎面的寒风，使得詹春乙的手
很快开始发凉，他本能地呵了几口
热气使劲搓，不想出现了让他惊奇
的一幕——“只搓了几下胳膊，跺了
几下脚，全身很快就热乎乎的了。”
直 到 走 进商场 的 那 一刻， 詹 春乙
才确认，自己的身体与他人很不相
同——“不但不怕寒冷低温，还能
让身体迅速升温保持温暖。”

这个惊奇的发现，最初急坏了
詹春乙一家。“父母以为我得了怪病，
带我到处求医，但始终检查不出问题，

医生说的最多的就是‘心火旺，要我
多锻炼，多休息’之类的话。”之后，
为了缓解“病情”，詹春乙开始时常
进行身体锻炼，可不成想，“病症”
却愈加严重。“从那以后，身体越来
越暖和，每次到了冬天有时间去北方
玩，再也不用刻意准备棉衣了，顶多
带件长袖衬衫就行；到了夏天，更不
得了，就算打着赤膊站在阴凉地，倒
比以前更容易中暑了。”

这样的异状，直到 1996 年。这
已经是詹春乙在安徽宿州定居工作
的第四个年头，他加入安徽冬泳代
表队，才知道自己的“病症”有着一
个别样的解释——“耐寒型体质”，
而在这背后，不少相似的“患者”更
能通过努力获得一个“牛哄哄”的
名号，人们喜欢称它为“耐寒冰人”。

1 月 23 日 13 时 30 分， 在
长沙举行的“冰封活人 48 小时”
耐寒极限挑战赛结束，43 岁的
詹春乙在不吃不喝整整 48 小时
后，从极寒密闭的 1 立方米冰块
围城的小房子里迎来了“破冰”
时刻。

尽管早已疲惫不堪，这位
被称为“宿州极地冰虫”的男
人张开双臂，拳头紧握，满脸
的欣喜，“这一天，我等得实在
太久”。 妻子罗丽则一把抱住
他：“老公，你成功了，真的了
不起。” 

这并非詹春乙首次来湖南
参加“冰封活人”耐寒极限挑战
赛。

2012 年，詹春乙也来参加
过一次“冰冻活人 24 小时”的
比赛。那次，因为腿伤，在坚持
了 14 个小时后，他不得不选择
放弃。而他的对手，来自湖南湘
西的“火娃”向勇则顺利完成。

而这一次，詹春乙终于与
老对手向勇一起坚持了48 小时。

“在冰房子里，寒冷并不是
我最担心的，我最怕的，是旧
病复发，自己不能坚持到最后。”
1 月 25 日上午，当詹春乙在电
话里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聊起
4 天前刚住进冰房子的感受时，
自称占据心底更多的是忐忑。

05. 他不仅能耐寒，还能抗高温
对詹春乙来说，仅仅只是耐寒

仍不能满足他对极限运动的挑战欲
望。因为 5 个月以前，詹春乙还尝
试 过耐热 极限 挑 战。2013 年 7 月，
由詹春乙朋友录制的一部题为《宿
州牛人挑战极限，120 度桑拿房里
坚持 22 分钟》的视频一经上网就迅
速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通过“百
度”，很快找到了这个视频。视频里，
詹春乙赤裸着上身在高达 120 度的
高热桑拿房里待了近 22 分钟。从桑
拿房出来，他全身已汗透，在沙发上
躺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更让人惊
讶的是，詹春乙拿进桑拿房的鸡蛋
和生猪肉，待挑战结束后，都已经

熟透。“当时花了 5000 多元在家里
改建的桑拿房刚好完工，来玩的好
朋友手里还带着摄像机，我突然就
想挑战下，让他录下来。” 詹春乙说，

“有人也说 过我这是自己花钱找罪
受，也有人觉得我的一些极限训练
不太正常。不过别人怎么说我都无
所谓，因为，只要我自己喜欢就好。”

01.夫妻打赌来长沙挑战人体耐寒极限

04. 零下12℃，她在国际冰泳极限挑战赛上得第三

他有奇妙的身体，她有极端的毅力，他们有浪漫的爱情——

06. 抗寒“秘籍”：坚持冬泳抗寒，极寒脱险忌用热水泡
在冬天来临时，普通人该如何

抵抗寒冷？
面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问

题，詹春乙和罗丽给出的答案十分
一致。罗丽说 ：“其实也没什么诀窍，
就是平时锻炼出一个好身体。像呆

在冰水、冰块长时间不能动弹的情
况一般很少出现，所以我们也不建
议普通人轻易去尝试耐寒极限挑战。
如果想增强抗寒方面的能力，可以冬
泳。或许刚开始下水不是很适应，但
长期坚持，耐寒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詹春乙同时提醒 ：“如果一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呆在极冻的环境
中，一旦脱离危险，可以先打一盆凉
水给对方泡手泡脚，过一段时间后
再慢慢添加热水，如果水温一下太
热的话，对身体不好。”

02. 他身体能自动发热，家人曾四处为他求医

03.他输了比赛，“赢”回爱情

不过，此次来参加耐寒极限
挑战赛，詹春乙显然有了更多的
准备。因为他 “不是一个人来
战斗”，与他同时参赛的还有妻
子罗丽。罗丽 42 岁，人称“国内
耐寒第一女冰人”。

这次，夫妻俩之所以一同来
湖南参赛，在詹春乙看来，更多
的却是妻子在与他赌气。

“在家里，平时不管什么事
情她都很好说话，但就是比起
谁 更 能 耐 寒， 她 总 是 不 服 我。
这次见我报了名，她也吵着要
来比比。”或许是有了夫妻之间
的这场对决，詹春乙坚持到了最
后，挑战成功；也同时赢得了夫
妻之间的这场赌决。因为，妻
子罗丽遭遇了他一年前相似的困
境——当比赛进行至 5 小时 43
分，罗丽因腰伤复发无奈放弃了
比赛。虽然罗丽因此放弃比赛，
但仍有网友评论 ：“他们真称得
上是‘中国第一耐寒夫妻’。”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选手们
在仅 1 立方米的空间内不吃不喝
蜗居 48 小时的情况与太空执行
长期空间任务的航天员有很多
相似性，而这次选手在挑战过
程中的生理、心理变化的数据
也都已通过仪器保存和记录下
来，将来可用于低温耐受极限
的科学探索。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图 : 受访者提供
 1 月 21 日，三男一女共四位耐寒达人穿着短裤或泳衣，

赤膊走进长沙一广场上的 1立方米完全用冰块建成的小屋中，
并不吃不喝生活 48 小时。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参加这项“冰
封活人 48 小时”耐寒极限挑战赛的四人当中，人称“宿州极
地冰虫”的詹春乙和被称为“国内耐寒第一女冰人”的罗丽
竟然是夫妻。他们被网友称为“中国第一耐寒夫妻”。

1 月 25 日，他们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专访，分
享他们夫妻这些年参加耐寒比赛、相识相恋结婚的传奇故事。

▲罗丽夫妇在长沙参加耐寒比赛前合影。

▲罗丽夫妇参加俄罗斯远东国际冰泳极限挑战赛双双取得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