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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体育
场馆免费开放、第二期体育惠民消费券上
线、健身大伽云上直播课堂启动、全民健身
节目精彩待现、神秘大伽空降现场……随着
我国第14个“全民健身日”（8月8日）临近，
烟台市体育局将联动23家知名体育企业、
俱乐部及33家体育运动单项协会，在烟台
黄海明珠广场给广大市民准备一场精彩纷
呈的体育盛宴。

记者昨日从市体育局获悉，将于8月7
日启动的烟台市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题
活动提前释放多个关键信息。

以《体育法》为引领，加快推进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建设。2022年6月24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将于2023年1
月1日起施行。《体育法》的修订，标志着我国
体育法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今年烟台的“全民健身日”也是普法日，
活动现场将围绕《体育法》中“青少年和学校
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职业体育、反兴奋
剂、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等方面展开宣传，同
时将普法宣传融入赛事中，打造“普法+运

动”的新模式。
体育产业持续“加餐”，烟台市第二期体

育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即将启动。
7月8日，烟台市体育局组织发放第一期

体育惠民消费券。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
共计发放消费券36400张，优惠达63.52万
元，直接消费近 500 万元，拉动间接消费
2500多万元。

在烟台“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之际，烟台市体育局联动15家知名体育企
业、63家门店共同推出烟台市第二期体育惠
民消费券发放活动，继续为广大市民端上“体
育大餐”。同时，活动当天，多家企业现场参
展，设置了击剑、射箭、瑜伽、魔方、卡丁车、飞
盘等20余项市民喜闻乐见的时尚体育项目，
市民可以进行现场体验并领取体验券，赢取
互动小礼品。

在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天，13家市区
公共体育场馆、103家社会场馆免费向公众
开放，为全民健身助力。

其中，烟台市游泳跳水馆将于8月8日
11：30-13：00、19：00-22：00免费对外开放
游泳健身项目，市民需提前预约，人数上限

80人；烟台市游泳训练中心游泳馆将于8月
8日11：30-13：00、19：00-22：00免费对外
开放游泳健身项目，市民需提前预约，人数上
限125人。

从芝罘区、莱山区选取4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试点，设立“科学健身驿站”，派驻
社会体育指导员，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
人员和社区居民开展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
指导服务，打造集体质测试、“体卫融合”健
康教育、科学健身指导、运动锻炼为一体的
服务站点。

据悉，活动现场划分“全民健身日”主题
示范活动区、全民健身成果展示区、轮滑比赛
区、全民健身体验区、海上展示区、风筝展示
区6个区域，精彩纷呈的全民健身节目表演、
有趣又有料的体育器材体验、33项体育赛事
活动等，将给广大市民带来视觉和感觉上的
双重体验。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
2022年烟台市全民健身日
免费开放场馆信息和2022
年烟台市全民健身日赛事
活动指南）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
员 赵心怡 朱英蕾）自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烟台黄渤海新区大季家街道聚
焦重点、对标难点，探索出一套“党建+文明
创建”工作模式，形成党建与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互融互促、双向提升的良好格局，辖区居民
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整洁庭
院”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实行党组织领任务，队伍、
党员点对点进行整治的方式，对中心大街、社
区、未搬迁村居大环境开展集中整治。针对

楼内乱堆乱放等问题，组织社区党员、红色楼
长点对点进楼栋、进网格，与社区工作者、村
居工作人员等一同开展集中巡查清理和裸露
草坪补植工作。针对中心大街与未搬迁村居
绿化带存在垃圾、卫生死角难清理等问题，在
全面组织辖区党员、工作人员进行点对点整
治的基础上，广泛发动辖区“两新”组织、志愿
者参与治理，全面提升党建带创建、创建促党
建的工作水平。

美丽乡村建设既要整“面子”，也要修“里
子”，大季家街道将建筑垃圾、砖石瓦块、残垣
断壁等纳入重点治理范围，重点清理主干道路
和背街小巷垃圾以及房前屋后“四大堆”，推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结合“主题党日”“双
联双诺”，组织辖区党支部主动深入未搬迁村
居人居环境整治一线，开展“环境大提升 党

员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引导党员在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中作先锋、亮形象。

结合集中巡查清理、堵点问题整治等工
作，全面梳理需着重关注的点位、事项，制定
清单对标管理，扎实推进环卫一体化建设，彻
底治理环境卫生问题。今年7月以来，对876
个垃圾桶建立起专项管理台账，并在山后初
家村、芦洋村等人口集中、垃圾量较大的重点
区域建起4个小型垃圾压缩站，推进辖区生
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加大垃
圾分类宣传力度，发动辖区党员、志愿者通过
发放宣传册、现场宣讲等形式，引导居民学会
分类、主动分类。目前，已完成32处智能化
垃圾分类设备建设场地选址工作，建成后将
进一步完善辖区垃圾分类体系，为居民营造
更加幸福宜居的新环境。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
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海波 兆
平 摄影报道）自8月3日起，烟
台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20天的“小目标”交通违法整治
行动。5日上午，市区气温陡增
至35摄氏度，记者跟随烟台交
警对路面上的行人、非机动车、
摩托车等“小目标”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查处。

上午10点半，烟台交警一
大队民警在文化路与青年路交
叉口开展“小目标”违法行为集
中查处行动。一辆骑着共享单
车的年轻小伙沿着文化路由西
向东驶来，只见小伙没戴头盔，
一路快速骑行准备通过。民警
将小伙拦下问：“为什么不戴头
盔呢？”“头盔坏了戴不上。”小
伙回答。“坏了可以选择别的
交通工具，如果没有头盔就不
能骑车了。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考虑，这次对你进行警告，下次
一定要注意。”民警说。

时间临近中午11点，一辆
标有美团外卖标志的外卖骑手
从西向东驶来，只见该司机盯着
手机还不戴头盔，民警将其拦
下。“最近，我们的民警还专门到
美团外卖做过‘一盔一带’的宣
传，就是要从源头上做好思想工

作，你们在路上要接单盯着手机，再不戴头盔，
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很高，万一出事了，你说
怎么办？”民警对外卖骑手进行了警告，并督促
他把头盔戴好。

随后，一位市民带着孩子骑电动车沿着青年
路由北向南经过路口，民警将其拦下说：“这条道
路没有划非机动车道线，所以你应该靠着道路
最右侧台阶上行驶。下次记得，带着孩子也要
准备一个头盔，自己有了头盔，孩子更要有。”

据悉，此次整治行动按照“全面开展、惩
教结合”的工作原则，严厉查处“小目标”重
点交通违法，包括各类摩托车、非机动车以
及行人。全面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文明
意识、法制意识，营造安全畅通、和谐有序的
交通环境。重点管理行为包括：行人不按规
定横过机动车道、行人跨越道路隔离设施、
行人违反交通信号通行，非机动车未在非机
动车道内行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非机动
车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电动车未悬挂
号牌上路，驾乘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不佩戴
安全头盔，交通路口、主次干道内乱停乱放
等行为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
员 赵海燕 摄影报道）“这就是中国古法拓片
的特点，叫‘墨不透纸’。拓印之后，这张纸拿
起来，看它的背面是完全不透墨的……”日前，

“进所城 学手造 品非遗”2022暑期研学季之
“铜钱拓片”活动在芝罘区所城文化大院举办，
烟台一臻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连
麒正在向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传授古法拓片的
技能和要领。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亲自动
手体验了一把“铜钱拓片”的全过程。

“进所城 学手造 品非遗”2022暑期研学
季活动为期一个月，由铜钱拓片、葫芦烙画、古
琴演奏、泥塑等主题活动组成。本次活动由芝
罘区委宣传部主办，由芝罘区教育和体育局、芝
罘区文化和旅游局、烟台蓝天文旅协办，旨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芝罘区历史
文化内涵，增强青少年参与非遗保护意识，丰
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助力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宏伟 通讯
员 牟春晓）8月 1日，莱山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莱山区国瓷堂公益服务中心与烟台市中
小微企业联合会芝罘区工作委员会在莱山区
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举办“情系老兵”慰问退役
老兵活动，为退伍老兵送上节日祝福和问候，
提升退役军人的荣誉感、自豪感。

当日上午，3名退役老兵与23位爱心企业
家在莱山区国瓷堂公益服务中心召开座谈
会。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家声情并茂朗诵诗歌
向老兵致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王家训现场
挥毫泼墨，把对老兵的敬重关心之情倾注于笔
端，现场创作“福”字赠予退役老兵。会上，山
东匀霖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山东田园牧歌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乐笑天餐饮有限公司、山
东知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向退役
老兵捐赠了牛奶、乌鸡蛋、面粉等慰问礼品。

随后，莱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与莱山国
瓷堂公益服务中心和爱心企业家们前往辖区
内退役老兵家中走访慰问。

2022年7月文明城市测评结果通报
7月17日至25日，市创城办委托第三方机

构开展文明城市月度测评，现将各区、各责任
单位测评结果予以通报。

烟台市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22年8月5日

各区测评结果

各责任单位测评结果

北大学子书写“烟台追梦故事”
北京大学“知行计划”烟台实践团青春分享会举办

8日百余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我市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明天启幕

大季家街道融合推进“党建+文明创建”——

擦亮居民幸福生活“新底色”

芝罘区“进所城 学手造 品非遗”2022暑期研学季启动——

“非遗”进所城 引领文明新风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通讯
员 刘尚萌）当青春之子遇到青春之城，会迸发
怎样的活力？在最美的盛夏时节，烟台这片人
才栖居的乐土，迎来北京大学实践团队的20位
学子。8月4日上午9时，我们都是追梦人——
北京大学“知行计划”烟台实践团青春分享会顺
利举办。9位北大学子讲述了他们这个夏天的

“烟台追梦故事”，也为我市高中学子、家长分享
了他们独特的求学成长经验。

北大学子融入烟台基层实践

“以知促行、以行求知”，这是北京大学“知
行计划”的初衷，也是烟台实践团学子们“烟台
之行”的最好注解。2022年暑期，20位有志投
身基层的北大学子来到烟台，他们中有博士生、
硕士生、本科生，专业包括教育经济学、政治学、
经济学、传播学等诸多领域。自7月13日抵达
烟台以来，他们分别走进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市
医保局、市人社局、团市委等10个单位开展见
习实践。基层无小事，北大学子们积极融入所
在单位的日常工作，在自我锻造和干事创业的
同时，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以知促

行，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
北大实践团还先后走进了牟平区、蓬莱区、

龙口市和芝罘区，开展了“红色之行”“仙境之
旅”“活力之行”。他们在胶东红色文化陈列馆、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党性教育基地接受红色
教育，领悟“敢为天下先，奋勇走在前”的胶东精
神，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重温“强国有我”的
青春誓言。他们深入基层一线，在牟平区龙泉镇
丁家庄村、蓬莱丘山山谷精品酒庄等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领略烟台乡村振兴的壮阔蓝图。他们走
进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南山科学技术
研究院等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聆听烟台高质量
发展的生动故事，找寻产业兴邦的密码。

为烟台学子种下梦想种子

这是一场基层实践的青春分享会，也是一
场激励烟台高中学子奋战高考的“金课堂”。场
上，烟台一中等高中学生及家长70人，聆听了
几位北大学长、学姐宝贵的学习心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本科生
赵绮萱、信息管理系2019级本科生殷沛宇、元
培学院2020级本科生曹吕林、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1级硕士研究生张文杰、教育学院2021级
硕士研究生闫思宇、教育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
生张鹏、体育教研部2021级硕士研究生张家
伟、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王书
田，8位北大学子分享了各自的学习和成长经
验，结合PPT向学生们介绍了北大的生活学习
环境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同时鼓励同学们勤奋学习，全面发展，找到学习
与兴趣的平衡点。

“张鹏学姐的‘成长型思维’分享，给了我很
大的震撼。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要先急着否定
自己，转换思维想这是让我成长的机会，只要努
力，就有希望。”牟平一中高二学生王柄然感触
颇深。

考上名牌大学意义是什么？如何培养孩子
的体育爱好？怎样培养出自己的学科思
维？……在自由交流环节，学生和家长们更是
就自己的一些困惑与北大学子细致沟通。一颗
颗种子在此萌发，一个个梦想从此起航。

城市爱才品格获北大实践团点赞

从未名湖畔到烟台海边，这是北大学子与

一座城市的缘分。一次牵手烟台，一生山海情
怀。烟台精心服务全面关怀的理念、爱才敬才
惜才的品格、活力迸发的城市气质，获得了北大
学子的一致点赞。

分享会上，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
士研究生王书田为大家呈现了一张照片，照片
是她在观看烟台芝罘区大海阳社区的发展纪录
片时拍摄的，正是在这里，她了解到一个社区是
如何在一代一代人的芳华中成长发展为如今的

“幸福大海阳”，也是在这里，她更深刻体会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这句话的深意。同王书田一样，北大实践团
的成员们在烟台的这段时间里，都在潜心躬行，
触摸最真实的基层脉搏，以行求知，锤炼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北京大学“知行计划”
山东烟台实践团团长高泽欣感慨道。

“在烟台这些天，我们实践团成员不仅感受
到了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活力，更为其重视人
才、尊重人才的品格所感动。我希望有机会还
能回到美丽烟台，将自己的青春之力献给这座
辉煌的城市。”北大教育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
生闫思宇在分享会最后，和实践团成员一起，为
烟台竖起了大拇指。

沐高温战酷暑
只为道路换新颜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

员 葛永超 李畅）港城已是持续多日高温天气，
为抢赶工程进度，市城管局市政养护中心的职
工头顶炎炎烈日，脚踩一百多摄氏度的沥青，奋
战在各主次干道罩面工程现场。

为充分利用学生暑假“黄金月”，最大限度
降低交通影响，8月份红旗路、南大街等主次干
道罩面工程陆续开工，并全力争取中小学开学
之前完工。而8月份恰逢今年“超长待机”的

“三伏天”，施工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烈日炙烤
或高温闷热天气。“沥青摊铺是有温度要求的，
气温高，这样沥青不容易快速冷却，有利于保
证我们的道路质量。”负责南大街罩面工程的
施工人员对记者说。

施工现场的工人们身处35℃的高温，脚下
是120℃的沥青，这对工人的身体是一个极大
的考验。“以前施工都是避开中午两个小时的高
温时间，现在工期很紧，很心疼工人，但是没办
法。为了预防工人中暑，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藿
香正气水和绿豆水。”道路养护所副所长杨涛
说。为加快施工进度，南大街当前罩面路段已
经连续通宵两天进行沥青摊铺，西炮台南路至
大海阳路路段南半幅施工已经结束并转入北半
幅施工。

目前，港城东大街的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
阶段，仅剩余长宁路以西大约600米路段的北
半幅铣刨罩面作业。“即使是高温天气，也不能
耽误工程进度，仍需加班加点施工，为的就是
让港城东大街交通尽早恢复正常。”港城东大
街改造项目经理杨明臻说。

今年市区包括港城东大街、南大街在内的罩
面改造和北马路井盖更换工程都将于8月底完
工。施工期间，市政养护中心将继续保持晨起
早、夜加班的工作节奏，在做好高温期间施工人
员作业保障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道路罩面改造速
度，让市民尽早行驶在更为舒适平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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