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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约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打
打羽毛球， 周末和家人一起射箭、 蹦
床、 攀岩， 单位团建比拼一场篮球赛
……在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 基地职
工们不用出园区就可以畅玩到南城最
大的运动综合体的健身娱乐项目。 辖
区企业中粮丰通 （北京） 食品有限公
司的李丰告诉记者， 职工在八小时之
外租用运动场地， 已经成为生物医药
基地园区职工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先让李丰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他
的 “租生活 ”。 这个运动健身场所叫
“道境运动中心”， 是一个超万平米城
市体育综合体。 幸运的是和李丰所在
的企业是邻居， 从单位宿舍步行三分
钟就可以到达。 这个运动场所相当于
职工八小时之外多了一个非常好的休
闲运动场所， 不但丰富了职工的业余
生活， 企业办运动会、 搞团建都是非
常棒的平台。 “走， 去道境出出汗！”
已经成为园区职工的一个口头禅。

为了给职工提供便利， 园区管委
会与这家运动中心进行了对接， 对园
区职工专门制定了优惠政策。 拿中粮
丰通来说， 基本上公司员工人手一张
会员卡， 羽毛球、 篮球、 乒乓球等各
种场地， 按人头计算租借一次平均也
就十几块钱。 “最主要的是硬件设施
非常完善， 就拿篮球馆来说， 4块专业
篮球场地， 其中两块NBA标准赛事场

地， 两块国标赛事场地， 打一场球感
觉自己像NBA明星一样。” 李丰介绍。

下了班、 吃过晚饭， 李丰经常和
同事一起约场羽毛球。 出一身汗， 一
天的疲惫全都挥发了出去。 周末不出
去玩儿的时候 ， 就全家一起在这里
“泡” 一天。 和爱人一起打打乒乓球，
陪孩子玩儿蹦床、 攀岩， 一家人特别
欢乐， 还锻炼了身体。 “听说， 这里
正在酝酿二期的建设， 计划增添游泳、
潜水、 冰上运动， 还有儿童剧院。 那
简直太好了， 幸福指数更高了！” 李丰
兴奋地说。

聊到幸福指数 ， 李丰告诉记者 ，
他们公司是较早一批入驻生物医药基
地的， 当时园区的建设刚刚起步。 从
城里到公司， 需要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程， 只有一辆公交进园区。 职工要想

活动活动， 近一点儿的地方也就是坐
几站地公交到念坛公园去遛遛弯。 要
想玩儿一些项目， 就是去中心区的校
长大厦。 可以游泳或者打羽毛球， 但
羽毛球场地特别难租， 有时候好不容
易去了， 发现有比赛， 只好灰溜溜的
回去。 “一下班， 基本上窝在宿舍里，
抱着手机玩儿。 这种单调、 无味的业
余生活， 让人打不起精神来。”

自从有了这个运动场馆， 员工租
运动场地方便多了 ， 健身项目也多
了 。 为了方便园区职工下班后运动 ，
场馆关门在十点钟左右。 如果遇上企
业搞比赛 ， 十一点再关门都没关系 。
李丰说， 很多同事原来都是一个体育
爱好都没有 ， 现在成了健身爱好者 。
年轻人健身、 中年人减脂， 大家一起
交朋友， 从事共同的爱好， 积极向上

的氛围特别好。 “以前园区只是工作
的地方， 没有家的归属感。 通过这么
一个运动中心， 冷冰冰的工厂多了家
的味道。”

采访中， 李丰还跟记者谈到一个
细节， 在单位做党建工作的他在与园
区企业交流时发现， 近两年随着园区
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 越来越宜居宜
商， 员工流失率下降了不少。 以前因
为生活配套设施差， 员工没有情绪宣
泄的地方， 很容易出现工作不积极的
状况， 从而不满意工作环境， 导致跳
槽。 现在， 大家都以在生物医药基地
工作、 生活感到自豪， 通地铁、 开大
型购物中心、 建湿地公园、 疏解污染
企业、 配公租房， 越来越多的员工愿
意安家在这里、 扎根在这里， 享受幸
福生活。

李丰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租场地为业余生活注入活力

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宣传科科长

李慧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租图书畅游知识海洋

“我喜欢读书， 也喜欢和朋友及
家人分享读书的快乐。” 李慧是北京市
东城区民政局宣传科科长， 也是同事
们公认的 “爱书人”。

繁忙的工作之余， 她总是用图书
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 与书香为伴。

因为喜欢阅读， 李慧平时很关注
图书的动态。 除去会自己购买图书以
外， 她阅读图书还有一个途径———租
借。 李慧介绍， “其实借阅图书也是
个很好的办法。” 李慧介绍， “现在借
阅图书很方便， 不少图书馆还有书店
都提供这样的服务。 为的就是通过这
种方式， 方便更多人参与阅读。”

周末李慧常会来到图书馆借阅图
书， 畅游在 “书海” 的不只是她一人，
还有她正在上初中的儿子。

“我喜欢阅读， 也从小培养孩子
去看书 。 他现在读初中 ， 通过阅读 ，
也给他的学习带来了很多益处。 比如，
他的作文和文学感悟都有很大提升 。
有人也问他平时有什么兴趣？ 他都会
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读书。” 李慧自豪地
说道。

李慧回忆， 孩子很小时， 她就开
始借书回家念书给他听。 “那时候我
常去图书馆借书， 下班吃过晚饭， 我
就捧着书给他讲故事、 陪他阅读。

通过阅读， 他认识了很多字。 差
不多四岁， 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看书了。
从此， 书就成为了我们娘俩儿最要好
的朋友了， 也是我们母子之间沟通的
桥梁。”

李慧借阅图书的地方很多， 通过
“租” 书的方式， 她和孩子也阅读到更
为广泛的图书种类。

“我家附近有一家私人小图书馆，
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书籍的种类倒是
不少。” 考虑到离家近， 李慧就在这个
小图书馆办了一张会员借书卡。

“每年600元会员会费， 不贵。 图
书馆里摆放着很多排书架， 上面摆满
了多个种类的图书。 我们可以凭借书
卡借书。” 李慧说， “那几年， 每周去

借书、 还书都是我和儿子最开心的时
刻。 管理员都夸奖我家孩子是这里看
书最多的小朋友。”

孩子上小学后， 李慧考虑到孩子
的学习需要， 就到更专业的图书馆去
借阅图书， 她很快到国家图书馆办理
了读者卡。 “在国家图书馆里， 我和
儿子看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爱读书的
家长带着小孩来借阅图书。 我们也在
这里阅读到更多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
书籍， 增长了不少知识。” 李慧感叹，
“图书馆和书籍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精
彩的时光。”

“儿子小学阶段几乎没有报任何
课外学习班， 周末他很多时间都是和
图书相伴。” 李慧介绍， “我和儿子一

起阅读了不少的优秀作者的作品， 比
如莫言、 金庸、 沈石溪等等， 孩子更
从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

源于对书籍的热爱， 李慧到国外
旅游路过图书馆， 也会忍不住去逛一
圈。 今年暑假， 她的儿子还参加了第
三届中华之星国学知识大赛， 凭着扎
实的国学功底， 荣获了全国总决赛的
二等奖。

不仅如此， 在单位李慧也喜欢和
朋友分享、 交流读书心得。 “我们科
的办公室， 也设置了工会图书角。 休
息时间， 大家总会来借阅。 我也会根
据大家的喜好， 推荐一些书目。 因为
阅读， 我们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关系更加融洽和谐。”

中粮丰通 （北京） 食品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