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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民健身高水平发展

Keep 助力大众体育基础设施升级
“世界是个大大的体育场，

让我尽兴跑一趟。 ”
“运动是什么？ 运动是生命

的火焰。 ”
……
这些稚嫩声音诵读出的运

动梦想，来自四川北川羌族自治
县安昌小学和广西三江侗族自
治县玉民小学的孩子们。

8 月 8 日，在“双奥朝阳”奥
森·Keep 科技智慧跑道启动仪
式上，Keep“梦想运动场”公益项
目落地山区的三名小学生为大
家朗诵了《跑道的诗》。《跑道的
诗》 来自 Keep 向全国跑友发起
的原创征集，精选而来的诗句印
在崭新的智慧跑道上，成为跑者
的陪伴和鼓励。

坚持社会责任
为社会持续创造价值

当今，互联网服务的主要对
象从用户（C），发展到产业（B），
现在变成了社会（S）———在这个
新的发展阶段，企业若要长远持
续发展，必须要考虑企业、社会、
人、环境的共同发展。

Keep 创业伊始就发布了
“梦想运动场”和“红桃 K”两个
公益计划，努力帮助山区孩子们
获得和都市同龄人平等的机会
和梦想，让更多孩子体会到运动

的快乐。
在科技智慧跑道启动仪式

上，Keep 高级副总裁赵茜表示，
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运动的快
乐是 Keep 始终秉持和倡导的理
念，因此，Keep 一直坚持做正能
量的事， 坚持自己的社会责任。
Keep 联合奥森推出公益计划，
旨在倡导低碳环保、健康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热爱运
动的人一起汇聚起公益的微光，
助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发展，
让科技智慧跑道发挥出更大的
社会价值。

可以说，奥森·Keep 科技智
慧跑道的落地应用，实现了线上
线下场景的融合融通，既是提升
户外运动体验、打造数字北京样
板的创新之行，也是全力服务大
众、推动全民健身的公益之举。

科技智慧跑道
为“跑友”提供多元体验

科技智慧跑道正式投入使
用， 标志着线上运动平台 Keep
在业务辐射到线下健身房和户
外运动领域之后，正以一种新的
方式进入中国的户外市场。

作为 Keep 第一个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实体公园跑道改造项
目，奥森·Keep 科技智慧跑道将
Keep 线上服务体系与奥森线下

场景相结合， 通过智慧大屏、跑
步场景、跑步工具、跑步商品、跑
步内容等服务升级，给“跑友”提
供智慧化、陪伴感、趣味性的运
动体验。

奥森园区内将通过实现信
息科技化、 运动过程在线陪伴、
运动监测及陪护指导等科技场
景的应用， 提升跑者的运动体
验。 在智慧设施的建设上，园区
内设多个电子屏幕，用于日常园
区动态及智慧跑道信息展示，并
在跑者服务站设置人机交互装
置，用户可以通过屏幕获取运动
健身指导。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国家
发改委、体育总局等七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各省（区、市）体育公园建设
指导目标。《意见》指出，到 2025
年， 全国新建或改扩建 1000 个
左右体育公园，逐步形成覆盖面
广、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普惠性
强的体育公园体系，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建设辐射面大、 设施完
善、功能健全的体育公园，起到
示范带动作用。

今年 2 月 28 日， 中国田径
协会发布的《中国田径协会关于
发展智慧健身步道的指导意见》
指出， 为落实体育强国战略，推
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以“互

联网+健身” 助力健康中国建
设，“鼓励建设智慧健身步道”，
提高健身步道的智能化、 信息
化、数字化水平。

奥森是全球首个“双奥公
园”， 也是亚洲最大的城市绿化
景观。 在创新全民健身空间载
体， 助力更高水平全民健身方
面， 奥森已经打造了 10 公里科
技智慧跑道的“样板间”。 未来，
或许每个城市的核心体育公园
都会有 Keep 科技智慧跑道的身
影，兼具科技、实用、交互、公益、
宣传、城市赋能等多重功能的科
技智慧跑道，将会成为推动高水
平全民健康的轴心。

拓展服务边界
助全民健身高水平发展

Keep 的使命是“让世界动
起来”， 这家业务自带公益属性
的公司在为社会持续创造价值
的过程中，自身也获得了快速的
发展。

国家战略为全民健身指明了
发展方向，如今，全民健身早已不
是一句单纯的口号， 越来越多地

成为了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国
务院印发的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 指出，“十四五”
时期， 要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加快体育
强国建设，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全
民健身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 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
面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

作为运动科技领域企业，
Keep 通过更丰富的运动课程选
择、 更智能个性化的运动体验，
真正降低了运动门槛，让运动不
再受时间、精力、金钱限制，从而
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健身群体，拓
展了运动服务的边界。

Keep 在践行自己的使命过
程中陪伴全民养成健身习惯，让
运动健身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
方式。 同时，Keep 在线上、健身
房和户外三大运动健身场景不
断拓展服务边界， 从满足用户

“吃穿用练”需求，到科技助力大
众体育基础设施升级，推动全民
健身高水平发展和健康中国战
略落地。 （徐辉）

8 月 13 日下午，中国首个
视障青少年个人画展———盲
女刘馨茗个人绘画首展“心
目·黑暗中的绽放”在北京 798
艺栈画廊正式开幕。 此次画展
由北京市心目助残基金会携
手北京 798 艺栈画廊共同推
出，民革海淀区工委、民革海
淀区工委教文卫专委会、民革
海淀区工委第十六支部等机
构协办。

据悉， 本次画展展期为
2022 年 8 月 13 日至 9 月 10
日， 于北京 798 艺术区东街
D10 号 ICI LABAS 艺栈画廊
举办，期间将有四次特别的主
题沙龙活动， 分别于 8 月 20
日、8 月 21 日、8 月 27 日、9 月
3 日举行。

北京市慈善领域联合党
委专职副书记崔东杰表示，希
望大家能够用心、用情、用力
地去支持助盲事业，让每一名
残障人士都能够感受到这个
美丽的世界，感受到这个世界
的缤纷色彩。

民革市委委员、 海淀区工
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张勇表示，
刘馨茗小朋友虽然身患视障，
但她用生命的画笔构造了一个
完美的世界， 她对色彩的完美
驾驭不仅是艺术的原则， 更是
自强自立、 拼搏奋斗的人生轨

迹。 他呼吁社会上更多的爱心
人士能够加入到公益事业当
中、奉献爱心，让世界充满爱。

今年 15 岁的刘馨茗，出
生三天便被判定为终生眼盲，
于 8 岁开始正式接触绘画。 视
觉信息的缺失曾经把她禁锢
在黑暗中，直到在为盲人讲电
影的心目影院“观看”了一场
用语言描述的电影，她似乎看
到了丰富的场景和人物的情
绪。 自此，刘馨茗才得以感知
这个有空间、有形状、有颜色
的鲜活的世界。

“事实上，虽然馨茗画了
很多年画，但她并没有学习过
绘画。 她所有的画都是内心直
接的表达， 没有任何的伪装，
她的世界是真正广阔的。 ”北
京市心目助残基金会理事长
王伟力感慨道。

北京市心目助残基金会
秘书长郑晓洁说道，“很荣幸
能在各方的支持下举办先天
全盲女孩刘馨茗的个人绘画
展。 馨茗用绘画突破视觉的限
制，操控颜色的盛宴，链接世
界和未来。 她想一直画，做个
画家、艺术家，这也是我们基
金会所倡导并实践的推动视
障青年多元发展的目标。 这次
画展售出作品的收入都将用
于支持视障青少年的多元发

展计划。 ”
据了解，迄今为止，刘馨

茗共创作画作逾 200 幅，此次
画展“心目·黑暗中的绽放”便
是她的部分画作首展，共收录
画作 50 余幅。 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与心目基金会的常年接
触，刘馨茗如今在一言一行中
都有着对视障群体的呼吁和
关注。

“我用刷子画，也用各种
日常的工具， 甚至用植物；我
在画板上画， 也可以在衣服
上、墙上画。 我想让所有人都
知道， 盲人也可以是艺术家。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画，和我一
起关注盲人。 ”刘馨茗说。

（李庆）

我国首个视障青少年个人画展在京举办

8 月 7 日，北京爱它动物保
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它基
金”） 携手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
究中心，就《城市社区（流浪）猫
的社会研究》在北京举办成果发
布会。

它基金执行秘书长方丹介
绍了目前中国城市流浪动物的
生存现状与困境。我国目前每年
新增超过千万只流浪动物，其中
只有不到 2%能够最终被救助。
而造成它们悲惨命运的主要原
因包括遗弃、丢失、无限繁殖、主
人缺乏责任感、法律缺位等人为
因素。方丹在现场呼吁尽早出台
包括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
织、救助人、爱心企业多方合作
的共治解决方案。

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
心特聘研究员张梓琳现场分享
了研究结果。当基层社区管理机
构面对投诉压力、缺乏对社区猫

问题的认知或求助渠道时，往往
会采取驱逐或禁止投喂的措施，
但这种行为会导致矛盾的二次
激化。相关专业救助组织或个人
的介入则有利于推动社区猫矛
盾常态化应对机制的建立，即通
过抓捕、绝育、放归的方式控制
社区猫数量。民间救助组织与个
人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逐渐从
末端救助向前端管理转移，从纯
粹的民间救助向基层自治转移：
以志愿督导不文明养宠现象、宣
传文明养宠作为切入点，通过社
区社会组织的身份参与社区动
物管理， 有效地缓解了社区矛
盾，分担行政执法压力。

与会者纷纷表示，在城市动
物问题引起日益广泛讨论的当
下，制定相关政策时应有充分的
事实数据作为支撑，全面考虑城
市动物与人、生态的关系。

（张明敏）

国内首个关于城市社区（流浪）猫
的社会研究成果在京发布

山区小学生朗诵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