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团夜跑，运动“亲子游”

晚上 9点，牟超和姜娜带着 4岁的女儿来到
音乐广场与“夜跑团”会合，一行人三五成群“按
需组合”，一边夜跑一边享受惬意的亲子时光。

“我俩是老师，这个跑团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共
三四家人，都是相熟的学生和家长，有时候也带
着老人和娃娃一起参与。”牟超告诉记者。

从音乐广场出发途经奥帆中心，跑到情人坝
折返，一来一回正好五公里——试跑过几条不同
线路组合后，牟超和跑友们最终确定了这个“最
优选项”。“我们配速不快，就是慢跑，提升心肺功
能、减肥增肌、锻炼身体，所以五公里的距离和强
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在牟超看来，他们的“夜跑
团”更像是运动版的“亲子游”。“与其待在家里吃
西瓜、吹空调，不如带着孩子到海边运动，吹着海
风看看灯光秀。最近奥帆中心有夜市，很多好吃
好玩的，我们好几次跑到那里停下吃点喝点，享
受生活，感受生活。”

在奥帆中心采访时，记者还遇到了 47 岁的
张鑫——一名跑龄超过15年的资深跑友。受持
续高温影响，原本喜欢在傍晚跑步的他不得不把
时间推迟到了晚饭之后，不过，张鑫没有加入任
何“组织”而是选择享受独处时光。他说：“我一
般都会边跑边想些事情，（跑步）不仅仅是锻炼身
体，也是自我减压的最重要方式。”

独自奔跑的张鑫其实并不孤单，同一片天空
下，志同道合者为数众多。市体育局发布的统计
结果显示，我市目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接近50%，而随着健身场地不断新建和人们
健康意识持续增强，越来越多的青岛人正在加入
健身大军的行列。

球场爆满，增开“午夜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海尔路上的上实中心
球场人气爆棚，三个足球场激战正酣，四个篮球
场的八个篮球架也被人抢占完毕，不少人只能坐
在场边“候补”。

家住松岭路的高一学生宋宜泽是这里的常
客，放假之后只要有时间，他都会约小伙伴一起
来打球。“虽然我家住得不算近，但地铁很方便，
下车就到了。现在白天太热了，我和同学都是晚
上吃完饭，等气温降下来再出来打球。出一身汗
回家洗个澡睡觉，感觉非常好。”

“球场正常的营业时间到晚上10点，现在都
是爆满的状态，想订足球场都需要提前一周预
约。”负责人吴修文说，为了满足球友的需求，他
们从今年开始尝试增加 22 点到 24 点的“午夜
场”，“奥帆中心的‘海上钻石’球场平均每周大概
能订出去两三场的样子，反响还是不错的”。

相比于这些地处黄金地段的经营性球场，天
泰、二体、弘诚、新兴等一些公益性的户外免费或
低收费球场，得到了更多周边居民的青睐。

今年刚刚开业的青铁体育·乔伦运动公园，同
样迎来了一个火热的夏天，普通的篮球、足球场地
通常需要提前三天预订。特别是每周四晚的“飞
盘日”最为火爆，每次都会吸引超过50名青年男
女报名参加活动。“飞盘不光很好玩，还有很强的
社交属性，我们的会员几乎都是‘人传人’带来
的。”负责人乔伦认为，在人们健身选择日趋多样
性的当下，类似飞盘这种门槛低，趣味性、社交性
强的健身活动，会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参与其中。

消费升级，拉动“夜经济”

持续升温的“夜健身”，不仅浓厚了城市的烟
火气，也成为拉动岛城“夜经济”的重要一环。调
查结果显示，“2022年中国夜间经济规模预计将
突破40万亿元，消费内容则从传统的酒吧、KTV
向文体消费发展，例如自行车、飞盘、露营等新的
休闲方式兴起”。由此可见，与体育相关的“夜经
济”潜力巨大。

作为当之无愧的社会经济消费主力，年轻人
精彩多元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改变的不仅仅是时
间选择，更是消费形态的转型升级。

“现在工作‘卷’得这么厉害，白天快忙死了，
简直是一点儿空都没有。我们几个同事都是晚
上下班以后才有时间出来打打球。”供职于金家
岭一家金融机构的“90后”小伙于庆峰说道。采
访当日，他正是上实球场篮球大军中的一员。作
为健身行业的从业者，全时健身的葛燕茹更为直
接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现在周一到周五
晚上来健身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课和私教卖得
都不错。”

迎合新出现的“夜健身”趋势，市体育局在
今年新建体育公园、笼式多功能运动场时，也加
入了灯光等辅助设施的建设。市体育局群体处
处长李莉认为，“夜健身”对消费的刺激肉眼可
见，除了白天无暇健身的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
外，错峰运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场地资
源紧缺的状况。还有个别体育场馆夜间票价相
对低廉，可以减轻参与者运动成本，有效促进社
交。周边开放的一系列休闲、餐饮、住宿等产业
链也会从中受益。

李莉说：“我们最近也在尝试把一些比赛、活
动挪到晚上，放到商场里举办，再加上从 7 月份
起陆续发放的体育消费券，希望这些措施的叠
加，可以更有效地拉动消费。”

适度适量，不可“超范围”

夏日健身，安全第一。尽管夜晚运动可以
避开高温极值和太阳暴晒，但相比于白天，夜间
运动对环境的要求更高，专家提醒应该尽量选
择安全、平坦、光照良好的地方，避免出现意外
情况。

“青岛夏天的最大特点是湿热，所以最好
穿着透气性好的速干衣，补水时也要采取少量
多次的方式，不要贪图一时痛快。”青岛大学体
育学院副院长李泽龙认为，晚上运动益处很
多，不仅可以促进睡眠，增强人体的恢复能力，
还可以提高人体机能。“但这都是建立在‘适
度’的基础上，不建议普通的健身者进行高强
度的运动，一般来说，应该控制在睡前两小时
结束。”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气温居高不下，而
青岛近一周来的最高气温也维持在30摄氏度之
上，东部市立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周伦特别
提醒：市民在运动时一定要谨防中暑。他说：“我
们也碰到过白天中暑后，到了晚上才出现症状的
病患。大家在户外运动时最好随时随地携带藿
香正气水、风油精等常用药，以防万一出现中暑
症状时及时自救。”

周伦说：“晚上运动完回到家后，千万不可以
在睡前冲凉水澡，这样会使毛孔闭合、血管收缩，
非常容易得病。”

“桑拿天里”组团夜跑“灯光球场”人气爆棚
青岛市民晚间加入健身大军，享受运动快乐拉动消费升级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羽

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近期青岛迎来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桑拿天”。炎炎夏日，健身市民如何
安排“夏练三伏”？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晚上走出家门加入健身大军行列，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桑拿天”赶上全民健身日，其间，我市公共体育场馆将向市民免费开放，健身经营单位、体育俱乐部、体育社
会组织机构将开放不少于1000处场馆场地及项目，通过分时段、分场地、限名额等方式为市民提供免费健身服
务、免费体验课、免费参与活动等体育服务。据了解，面对运动场地需求量巨大的局面，我市连续八年将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列入“市办实事”，年内还计划新建以体育公园、笼式多功能运动场、社区健身健康中心为主的健身场地
50处，更新新建健身路径300处。

近日，记者在青岛的多家健身场所、户外场地和球场采访时看到，晚饭之后出门跑步打球、健身锻炼的市民络
绎不绝。绚丽的灯光、清爽的晚风、热闹的人群……纵横交织的图景，幻化成青岛夏夜的一抹亮色，彰显着这座年
轻时尚之城的活力与激情，也成为拉动岛城“夜经济”的重要一环。

■青岛奥帆中心“海上钻石”球场夜间激战正酣。

■年轻人参加夜间的飞盘活动。 ■一名市民在夜跑间隙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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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专题

文明是一种自觉，其动力源于对美好生活的
共同愿景。全社会同心同德同向、共建共治共享
才能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凝聚强大力量。

今年以来，城阳区城阳街道将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党建工作作为基层党建创新突破项目，通过
健全组织设置、设立服务驿站、招募爱心商户、激
活发展动能等创新举措，邀请包括直播电商、货运
与网约车、外卖、快递等新业态就业群体加入文明
创建和城市治理队伍，推动其融入基层治理，取得
良好实效。如今，新业态就业群体正在成长为一
股强劲的创城“新力量”，为创城输出“新范式”。

党建引领，激发“新活力”

“感谢您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服务于大街小
巷！感谢您任劳任怨、马不停蹄、传送快递与爱
心！感谢您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将乘客安全送
达！……我们诚挚地欢迎您向工作或生活地社区
报到，同时将您的困难和诉求向区直部门、街道、
社区反映……”

这些温暖的话语来自《给“新”朋友的一封
信》。为让更多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了解创城工作，
城阳街道组建党建指导员队伍，到新业态企业发
放《给“新”朋友的一封信》和《文明创城倡议书》，
做调研、摸需求、解难题，同新就业群体结对子、交
朋友，从而引导他们摒弃“局外人”思想，树立“主
人翁”意识，实现身份认同和情感凝聚，从“我”做
起，积极主动加入文明幸福家园创建。

今年以来，城阳街道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进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围绕破解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缺乏归属感和融入感问题展开

积极探索，成立城阳街道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综合
党委，并综合运用单独建、行业建、联合建等形式，
新成立党支部4个，选派党建指导员40名，基本实
现了对现有 33名党员和 2000余名从业人员的组
织和工作全覆盖。

7月 17日上午，城阳街道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党组织美团宝龙党支部开展了第一次主题党日
暨“7·17 骑士节”庆祝活动，活动现场，相关区域
负责人希望党支部和党员骑手能够积极发挥支
部堡垒作用以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并鼓励广大
群众骑手积极向党员骑手看齐，发扬“创优争先，
唯旗是夺”的精神，文明送餐、热情服务、规范行
车，让那一抹“黄”成为文明创城的亮丽名片。外
卖员纷纷表示，打拼多年，终于找到了“组织”，

归属感更强了。

暖“新”强心，共享“城阳温度”

外卖和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头顶严寒酷
暑，只为送餐上门、快递到家，给城市人的生活带
来便利，他们自身的安危也牵动着大家的心。比
如为追时效，他们有的随意停车，行车也不规范，
部分骑手忘记戴头盔等等。

为解决这些痛点和堵点，城阳街道多措并举、
多管齐下，积极协调商圈物业划定骑手专用停车
位、邀请交警利用早会时间给骑手强调交通安全
知识、在小哥聚集地打造“新心向阳”服务驿站，破
解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梗阻”问题。

近日，城阳街道“新心向阳”服务驿站文阳路
社区站的“爱心冰箱”投入使用，这是文阳路社区
为快递小哥们服务的又一创新探索。小冰箱里装
满了矿泉水和水果，渴了能喝水、饿了能垫饥……
步履匆匆的外卖小哥，经过时会停下脚步拿瓶水
喝下，稍歇一歇，又投入到紧张的送餐工作中。

在小寨子“城驿家”服务驿站，快递员、外卖
骑手进行了体验。“在小区门口有这样一处能休
息歇脚、避雨乘凉，还能充电热饭的地方，很方
便，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顺丰快递党
员马涛说。

今年以来，城阳街道招募首批爱心商户 200
余家，建成首批“城驿家”服务驿站 60 余个，能够
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餐饮、医疗卫生、心理咨
询、法律援助、应急救援培训、汽车手机维修等
９大类服务，目前服务新就业群体已达 500 余
人次。

下一步，城阳街道将聚焦“1+N+X”服务阵地
全覆盖，“1”即白云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
中心，“N”即城驿家服务驿站，“X”即服务联盟爱
心商户，加大扩覆盖和宣传力度。目前，已完成白
云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建成

“城驿家”服务驿站34个，招募首批服务联盟爱心
商户53家、第二批264家。

凝“新”聚力，构筑城市治理共同体

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守护者，同样是城市的建设者。

城阳街道把新业态从业人员当成“新朋友”，
邀请他们共同参与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创建工
作。具体做法包括——

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利用外卖快递
小哥等走街串巷、熟悉楼宇社区的优势，成立街道
新就业群体兼职网格员队伍，并定期对其进行业
务培训，加强管理和业务指导。

发挥其“移动探头”作用，通过“随手拍”“随时
传”的方式，及时发现并反馈城市建设中的各类问
题，巡访不文明行为，做好文明监督劝导，助推问
题整改。

截至目前，已有 33 名快递和外卖小哥成为
这支队伍的一分子。“我们外卖这一行，最需要的
是认可和理解，现在做了兼职网格员，感受到了
政府对我们的认可，感觉很暖心。”美团外卖小哥
王磊说。

认可和理解也使外卖小哥发生了更加积极的
变化。“您好，您的外卖到了，请取一下。我看门口
有袋垃圾，顺手给您带下去吧。”“您好，您有快递
要邮寄吗？到您小区门口了……”在城阳街道，一
个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生活场景正在各个角落徐徐
铺展着……

在全市7月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街道测
评中，城阳街道位列第4名，受到通报表扬。这既
是肯定也是压力、更是责任。其中，少不了众多

“新群体”朋友的努力和贡献。
下一步，城阳街道将继续做优、做实、做细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凝聚和服务工作，全面推开服务
驿站打造工作，继续壮大服务联盟力量，推进各服
务阵地的规范化和实体化运行。同时在新就业群
体中广泛挖掘和培养骨干人才，把骨干发展成党
员，引导党员亮身份、起作用，把党员培养成骨干，
提升党组织对新就业群体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增
强其向心力和凝聚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
服务等贡献更多“新力量”。 （陈杉杉）

汇聚创城“新力量”

城阳街道激活新业态就业群体“首创精神”

■城阳街道
城市管理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为骑
手培训“随手拍”
工作事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