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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挪威利勒哈默尔电(记者梁
有昶、张修智、刘曲、张淑惠)祖国大地，
万家团聚、共庆佳节。万里之外的欧洲，
很多地方银装素裹、雪峰绵延，正是冰雪
运动的好时节。一些中国运动员怀揣着
冬奥会的梦想，坚守在这片冰雪运动蓬
勃开展的热土上。

跨界的飞跃

2 月 4 日早上，农历除夕。天空虽然
放晴，挪威中部盖于斯达尔跳台滑雪训
练场气温只有零下 17 摄氏度。

“教练，之前我的两个板子分得太开
了吗？”“嗯，有点儿。再跳吧！”中国跳台
滑雪国家集训队跨界跨项组女队员翟羽
佳听到指令，马上沿着助滑道向下滑行，
加速，再加速……起跳！矫健的身躯腾空
而起。前方，雪野茫茫，一望无际。

为备战北京冬奥会，挖掘和培养跳
台滑雪人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采取跨界跨项选材的方式充实后
备人才队伍。这支被送来挪威训练的队
伍，组建之初就坚持国际标准、高点定
位，目标直指 2022 跳台滑雪领奖台。

跨界跨项，意味着运动员都是从别
的运动项目转过来的。在去年 8 月份才
来挪威外训的这些队员们，从最开始的
一上雪坡就摔跤，到现在已能在雪地练
习台上飞跃了。挪方教练埃里克·雷恩迈
尔默说，当前训练进展顺利，这些中国运
动员非常有潜力，希望他们走得越远越
好，而奥运会就是他们的目标。中方教练
李洋也对这些年龄只有 16 岁到 19 岁之
间的年轻队员表示赞许。“每个人都有进
步。他们现在的雪感特别好，一上雪就能
做出动作，基本功打得比较扎实。”

中国冰雪运动基础差、底子薄，要在
北京冬奥会上实现“参赛也要出彩”的目
标，就需要充分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也
需要“大浪淘沙”。这是一个近乎残酷的
淘汰过程，去年来挪威的 22 名队员，如
今只剩下 4 男 5 女共 9 名队员。

从小就练蹦床的翟羽佳说：“我们的
目标就是 2022 年冬奥会。现在最近的
(目标)就是每天好好训练。”

少年的梦想

地上白雪皑皑，天空冷雨哗哗，波黑
亚霍里纳山的气候令人敬畏。冷雨中，姜
雨良、汪可欣与队友们一道，气喘吁吁，汗
水交织着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两人
分别刚刚滑完 4公里与 2公里的自由滑。

姜雨良、汪可欣来自中国天津越野
滑雪队。50 天前，天津越野队来到波黑
亚霍里纳山集训。亚霍里纳山是 1984 年
第 14 届冬奥会的比赛场地之一，如今是
驰名欧洲的滑雪胜地。

除夕前一天的这场比赛，在滑雪队
与萨拉热窝当地 5 个滑雪俱乐部之间进行。姜雨良、汪可欣分别
获得了男女组第三名。尽管没得冠军，但他们仍然笑得灿烂。发
令后，姜雨良比其他人晚了半分钟的样子才出发，他的雪杖插在
雪地里一时拔不出来，要不，成绩会更好些。

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滑雪队外籍教练坦雅·科萨拉克说，中
国的这些孩子们训练非常刻苦，一些队员很有天赋。自己对中国
队员们今天的比赛成绩非常满意，如果不是碰上雨夹雪的天气，
队员们的成绩会更好。

中方教练都继良对自己队员们的成绩也表示满意。他告诉
记者，比赛也是训练的一种，集训期间，不时有这种比赛。都继良
说，越野滑雪队由 14 名队员组成，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才 12
岁。主要从黑龙江、吉林等地选拔而来，大多数队员的雪龄只有
三四个月。越野队的目标是 2024 年第 15 届全国冬运会。不过，
奥运会也是这支队伍怀抱的一个目标，大家暗自期待，14 个孩
子中，未来至少会有一个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平时，队员们每周训练 4-5 次，每次训练要滑上 25-30 公里，

风雪无阻。孩子们平时居住在一栋三层楼的别墅里。14 个孩子，
外加领队、教练、助理教练、翻译，分住在不同的房间。房间并不宽
敞，但整个队伍像一家人一样，楼上楼下经常回荡着欢声笑语。

助理教练彭永红已经熬好了一大盆姜汤在等孩子们。
除夕在即，孩子们带着真挚的笑容，朝向祖国的方向，齐声

拜年：“爸爸妈妈，祖国同胞，新年快乐！”

新春的祝福

除夕当晚，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在与百余名瑞士华人华侨共同庆贺中国新年，大家用中文共
同欢呼“新年快乐”！

巴赫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新春将至，他知道仍有不少中国
体育健儿为备战冬奥会而坚持训练。他在祝福这些中国运动员
春节快乐的同时，也鼓励他们努力训练，希望他们将来在家门口
代表祖国取得优异的成绩。

在挪威盖于斯达尔跳台滑雪训练场往南 25 公里，就是曾举
办过 1994 年冬奥会和 2016 年冬青奥会的利勒哈默尔。除夕之
夜，由当地政府和企业主办了中国传统春节庆祝活动，正在这里
集训的中国跳台滑雪队和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也参加了活动。

“在未来几年里，或许我能看到你们其中的一些运动员，能
够在一些比赛中打败我们一部分挪威选手。”利勒哈默尔副市长
英根·特罗施霍尔门当晚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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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3 日，中国天津越野滑雪队队员汪可欣（右）在波黑
亚霍里纳山参加训练赛。

新华社发（内迪姆·格拉博维察摄）

这个春节假期，于雷的课程已经约满。

入冬以来的每个周末，河北张家口崇礼区的滑雪场里
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不少年轻人在滑雪教练的带领下
开启了雪上运动之旅。滑雪教练不仅是滑雪爱好者的导师，
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北京携手张家口筹办冬奥会，不
仅带火了作为赛区之一的小城崇礼，更改变了很多在大城
市打工的崇礼人的人生轨迹，返回家乡成为一名滑雪教练
的于雷就是其中的代表。

崇礼区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海拔从 814 米到 2174 米，
年均降雪量 63 . 5 厘米，累计积雪量达 1 米左右，存雪时间
达 150 多天。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部分雪上项目，将在崇
礼进行。

从小生长在崇礼区的于雷，对雪并不陌生。他的童年记
忆里，每到冬天，山上就是白茫茫一片，孩子们在山脚下打
雪仗、堆雪人。但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以冰雪为职业。

2007 年，于雷中学毕业后，来到 180 公里外的北京打
工。刚来北京，他在丰台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做保安，月收入
只有两千多元。虽然从小城崇礼来到了大城市北京，但他

觉得生活水平并没提升。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特别想
念在崇礼老家的父母。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于雷时常看到一些游客来滑雪。虽
从小生长在崇礼，但他并不会滑雪，更没想过来雪场工作。

崇礼区委书记王彪告诉记者，虽然崇礼的冰雪环境得
天独厚，但前些年崇礼的滑雪场经营状况并不好，也没有太
多的崇礼人在滑雪场或相关产业中工作。2015 年，北京携
手张家口申办冬奥成功后，崇礼的滑雪场生意随机迎来了
大发展，并向着冰雪运动赛事、冰雪文化旅游、冰雪现代服
务等全产业链方向发展。

“周五晚上开车到崇礼，周六起大早去滑‘头场雪’，周日
吃过午饭返回北京。”这是很多北京滑雪爱好者的“滑雪周
末”行程。崇礼的一位滑雪场经营者赵琼介绍，北京游客大
约占游客总数的九成左右。而且，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开始学
习滑雪，未来崇礼的滑雪场会更加兴盛。

对于于雷而言，感受最真切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老乡
回到崇礼工作。有的在酒店做服务员，有的去做餐饮，还有
的到滑雪场打工。在一个做滑雪教练的老乡劝说下，2015
年底，于雷决定回到崇礼学习滑雪，经过刻苦训练，现在他
已经成为一名滑雪教练。

在筹办冬奥会的“东风”下，张家口市正在发展冰雪运
动装备研发制造销售、运动旅游、教育培训、赛事服务等冰

雪全产业链。到 2025 年，张家口市将打造以崇礼为中心、辐
射周边地区的滑雪大区，建成 30 个滑雪场、20 个以上冰雪
特色小镇，届时每年可满足 2000 万人次的冰雪运动需求。

滑雪运动需求旺盛，对滑雪教练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滑
雪教练的收入和待遇也越来越高。赵琼表示，申办冬奥成功
后，很多在外打工的崇礼人回乡学习滑雪，进而成为滑雪教
练。另一位滑雪场经营者俞杨说，在旺季，一些滑雪教练月
收入超过万元甚至 2 万元，其中很多都是从大城市返乡的
崇礼人。

于雷目前主要教小孩子滑雪。除了收入高一些，于雷最
看重的还是做滑雪教练带给他的成就感。“有的小孩子，只
要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就能独立滑了。”他说。

于雷的父母原本在家务农，眼看着“雪经济”发展越来
越快，他们也在附近的滑雪场里找到了工作。像于雷一家一
样，崇礼近 3 万人直接或间接为雪场服务，越来越多的崇礼
人返乡工作，成功端起了“雪经济”饭碗。

虽然当教练时间不长，但于雷已经是小朋友们眼中的
“知名滑雪教练”了。“我想把当滑雪教练作为一份长期事
业，还想去北欧学习，未来成为世界顶级的滑雪教练。”于雷
说。 (记者李嘉瑞、白林)据新华社北京电

从“北漂”保安到“知名”滑雪教练

因冬奥而变的“崇礼人”

图 1：2 月 8 日，一位滑雪爱好者在丝绸之路国际滑雪
场一处高级雪道上练习单板滑雪。春节期间，位于乌鲁木齐
市南郊的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2 月 7 日大年初三的入场
人数达 22000 人，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五成。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图 2：2 月 8 日，中国选手隋文静（上）/韩聪在双人滑
短节目比赛中。当日，在美国阿纳海姆举行的 2019 四大洲
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短节目比赛中，中国选手隋文静/韩
聪以 74 . 19 分的成绩暂居第二。 新华社记者李颖摄

图 3：2 月 7 日，在松花江上的“江上大众冰雪嘉年华”

游乐区，游客在冰面上游玩。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图 4：2 月 8 日，游客在河北省邢台市天河山景区滑雪

场内滑雪。 新华社发（陈雷摄）
图 5：2 月 6 日，游客在湖北省保康县后坪镇横冲国际

滑雪场练习滑雪。 新华社发（杨韬摄）











随随着着 22002222 年年冬冬奥奥会会进进入入三三周周年年倒倒计计时时，，

““三三亿亿人人参参与与冰冰雪雪运运动动””的的愿愿景景，，

正正在在亿亿万万国国人人逐逐渐渐高高涨涨的的运运动动热热情情

中中逐逐步步走走向向现现实实。。

春春节节期期间间，，

无无论论是是在在训训练练场场上上、、赛赛场场上上，，

还还是是游游乐乐场场上上，，

冰冰雪雪运运动动都都开开展展得得

如如火火如如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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