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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17 日，首钢冰球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揭开面纱。吉
祥物诠释了科技梦想与文化情怀，是中国文化
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次完美结合。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吉祥物的发
布标志着北京在成为奥运史上首个“双奥之
城”的征程上又跨出重要一步，北京冬奥会吉
祥物集中国和中国人民最精华的元素和特色
于一身，一定会成为中国和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的杰出大使。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说：“吉祥物是对
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未来的期许，希望残奥运动
员的超凡信念激励他们勇往直前。”

“冰墩墩”“雪容融”同时亮相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将熊猫形象与富
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冰雪运动
和现代科技特点。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
头盔，装饰彩色光环，其灵感源自北京冬奥会
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形象酷似航
天员，寓意创造非凡、探索未来，体现了追求卓
越、引领时代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

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奥会的特点。墩
墩，意喻敦厚、健康、活泼、可爱，契合熊猫的整
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体、坚韧
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以灯笼为原型进
行设计创作。顶部的如意造型象征吉祥幸福；和
平鸽和天坛构成的连续图案，寓意着和平友谊，
并突出了举办地的特色；装饰图案融入了中国
传统剪纸艺术；面部的雪块既有“瑞雪兆丰年”
的寓意，又体现了拟人化的设计。

灯笼以“中国红”为主色调，渲染了 2022 年
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身体发出光芒，寓意着点
亮梦想、温暖世界，代表着友爱、勇气和坚强，体
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激励世界的冬
残奥会理念。

雪，象征洁白、美丽，是冰雪运动的特点。
容，意喻包容、宽容、交流互鉴。融，意喻融合、温
暖，相知相融。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
表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通过吉祥物的发
布，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的精神风貌、发展
成果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中国广大民

众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和对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期待，表达中国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借力“征吉”普及奥运

2018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
办十周年之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全球征集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北京冬奥组委联合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
开展“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同时也
充分动员专业设计机构广泛参与。

吉祥物征集活动历时 84 天，共收到设计方
案 5816 件。

———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均有征集作品提
交。

——— 国外作品来自五大洲 35 个国家。
——— 在征集活动的投稿者中，年龄最大的

75 岁。

严谨评审找准方向

北京冬奥组委邀请国际、国内 18 名知名专
家和运动员代表组成了吉祥物专家评审委员
会。评委的专业领域涵盖造型艺术、艺术理论、
体育奥运、动漫影视、儿童文学等。

经过评委推选，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
副会长蒋效愚担任评委会主席。

2019 年 1 月 7 至 8 日，北京冬奥组委组织
召开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全部有效征集作品进行
初评和复评，选出 10组候选设计方案。

入选的设计方案包括中国特有珍稀动物、
汉字、动漫造型、生肖瑞兽、冰雪运动元素、互联
网表情包、春节年俗图形等类别。其中，9 组设
计方案为专业设计机构和专业设计师投稿，1
组设计方案为小学生投稿。而“冰墩墩”的部分
修改设计也借鉴了这件小学生作品的灵感。

“冰墩墩”渐次揭开

评审中，冰糖葫芦的创意作品入围前十，这
一来自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团队的作品，就是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最初的创意来源。

今年 1 月 25 日，冬奥组委遴选了 10 名吉

祥物设计方案修改专家。同一天，冬奥组委邀
请广州美院设计团队对其作品进行修改。

从冰糖葫芦到“冰墩墩”，大大小小的修
改不计其数，草图上万张，相关文件累计超过
100G。

冰糖葫芦的创意出自广州美术学院视觉
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刘平云之手。不过，之后
的修改意见是只保留冰壳。广美设计团队在冰
壳里做了许多尝试，有鹿、虎、兔子，考虑到冬
奥会正值春节，他们还设计了元宵、饺子等。

经过无数次的摸索，修改重点终于逐
渐明朗——— 冰壳熊猫。作为世界独一无二
的中国珍稀动物，熊猫的国际认同度很高，
但如何做出一个易于传播的、可爱的、非传
统的熊猫？

他们把能收集到的熊猫资料全部收集分
析，发现虽有了冰壳，但熊猫与冬奥会的联系
还是不够。

据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高级专家、
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设计者林存
真透露，“把‘冰丝带’融进去”这个想法“点醒”
了大家。当象征着冰雪运动赛道的彩色光环
出现在熊猫脸庞时，身穿冰壳的熊猫酷似航
天员，一下有了未来科技感，又有“冰丝带”和
冰晶外壳，又是中国国宝、全球人都爱的动
物，定位清晰了。

起名字随后被提上议事日程。“其实冰
糖葫芦原来也叫糖墩儿，‘墩儿’有一种北方
冬天的特点，特别亲切，像邻家小孩一样健
康、活泼、可爱。”林存真说，“后来又发现，南
方人和外国人很难读出‘墩儿’，后来就改成
了‘冰墩墩’。”

“雪容融”臻于至善

与“冰墩墩”不同的是，冬残奥会吉祥
物“雪容融”的灯笼造型，一开始就有一个
较为清晰的创意。这源于吉林艺术学院设
计学院产品设计专业本科生姜宇帆对家乡
年味儿的印象。

在评审时，她提交的中国结和红灯笼的
创意入围前十。但专家给的意见是“仅保留原
创属性，重新设计形象”。

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金巍
特意买了个灯笼挂在工作室，让团队成员每

天观察。与此同时，所有团队成员反复观看冬
奥组委的宣讲录像，“恶补”奥运知识。

今年 2 月下旬，北京冬奥组委专家组经
研究决定，让吉艺设计团队主攻灯笼形象。4
月初，灯笼形象已基本确定，但需要完整的文
化阐释方案。

设计团队和修改专家组在多次沟通和尝
试之后，将体现“双奥之城”的天坛、鸽子、长
城、如意(冬奥会跳台滑雪场地又名“雪如
意”)等元素加入吉祥物形象中。

在给这件作品起名时，考虑到与“冰墩
墩”对仗，采用了“雪”字对“冰”字，而灯笼给
人以暖融融的感觉。为了体现包容和交流，采
用了“容”和“融”字。

坚持到底终见花开

在紧张修改的同时，北京冬奥组委邀请
社会各界代表对设计方案进行评议。还多次
征求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意见。

7 月，北京冬奥组委开展小学生喜爱度
调查，最终确定的吉祥物，获得票数最高。

6 月初和 7 月初，北京冬奥组委委托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
局，分别对候选方案和吉祥物名字进行查重。
6 月下旬起，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对两
组候选方案启动国际查重工作。

8 月，北京冬奥组委上报北京冬奥会工
作领导小组吉祥物候选方案，确定了最终方
案。与此同时，北京冬奥组委赴瑞士洛桑和德
国波恩，向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正式
提交吉祥物方案。

正式发布前夕，广美设计团队和吉艺设
计团队得到冬奥组委确认，他们的方案被分
别选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或许是巧合，两个方案一个来自南方的
广州美术学院，一个是北方的吉林艺术学院。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高天表
示：“这反映了全国人民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的热情和关注，也体现出冰雪运动不仅
在北方地区深受喜爱，南方的民众对此同样
也充满期待和热情。更充分说明通过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举办，冰雪运动和冰雪文化正
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和发展。”

（记者姬烨、汪涌、王梦）

冰雪晶莹 点亮梦想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诞生记

●

●

专 家 学 者 如 是 说

与 2008 年奥运会相比，这次吉祥物应征作品
数量大大提升，反映出经过 2008 年奥运会洗礼，
设计界对体育和奥运的了解和参与度有了很大提
升，孩子们的作品也很多。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大背景下，吉祥物征集也是宣传普及冬奥
的过程。

———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副主席、北
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效愚

吉祥物需要比会徽更强调设计、定位、延展和
创新等各方面。而且如今吉祥物面对的孩子是“00
后”甚至“10 后”，他们成长在互联网时代，对吉祥物
的创新思维和表达有着更高要求。

———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高级专家、北京
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设计者林存真

同 2008 年相比，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的科技元素更多。现在的孩子会喜欢高科技的东
西，他们平日里经常都在玩这些东西、接触这些东
西。从这个角度上设计出来的这两个作品会让他们
喜欢的，比较新奇。另外，这两个吉祥物胖墩墩的形
象，很萌，也会让孩子们喜欢。

——— 作为评委相继参加了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评审的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

吉祥物在命名上花了很大工夫，既有着冰雪的
概念，又把“墩儿”这样一个中国文化、北京文化的
意蕴融入其中。“冰墩墩”显得憨厚可爱，把大熊猫
的个性展现出来。“雪容融”展示一大片白雪的融
化，融合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境界，通俗易
懂。好像是北京老百姓话家常的时候叫出来的名
字，好像是北京小孩的名字，但包含着很深的文化
意蕴，非常契合形象，匹配度非常高。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冰墩墩”的冰壳、“雪容融”的发光，都给特许
商品提供了无限可能，相关特许商品将“有创新、
有温度”，等看到我们的吉祥物特许商品，相信您
会眼前一亮！

———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

（记者汪涌、姬烨、肖亚卓、苏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
容融”17 日揭开面纱，两个吉祥
物诠释了科技梦想与文化情怀，
是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
又一次完美结合。而吉祥物征集
活动也进一步推动了奥林匹克
精神在中国生根发芽，彰显出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从愿景走
向现实。

从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吉
祥物“熊猫盼盼”，到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福娃中以熊猫为原型
的“晶晶”，再到北京冬奥会吉
祥物“冰墩墩”，国宝熊猫不约
而同地成为主角。如果说盼盼
和福娃更多表达了文化性和自
然属性 ，那么“冰墩墩”则体现
了传承性和未来感：熊猫是最
具认同感的中国符号之一 ，可
以让人们迅速产生亲近感 ；而
冰晶外壳 、彩色光环等新的符
号元素 ，则代表了科技梦想和
未来的无限可能。

“冰墩墩”整体形象酷似航
天员 ，寓意着现代科技和冰雪
运动的完美结合。据北京冬奥
组委透露 ，这个“宇航熊猫”还
将肩负探索未来的使命 ，将在
未来的某个时间再给人们带来
惊喜。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则
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同
样作为世界公认的中国文化符
号，灯笼渲染了 2022 年冬奥期
间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作为历
史上首个会自身发光发热的冬
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将点亮心中梦想，同时照亮别
人、温暖世界，这与冬残奥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如果说“冰
墩墩”是源自自然界，那么“雪容融”则是中华文明的产
物。“容”和“融”更是意喻交流互鉴和相知相融。

可以说，“冰墩墩”“雪容融”是一对完美的组合，让人
们既感受到冰雪运动和奥运精神的魅力，又感受到中华
文明和“双奥之城”北京的魅力。

本次吉祥物征集活动也体现出全国上下乃至全球
对北京冬奥会的关注和支持。5816 件应征设计方案，就
是 5816 份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高度认同感。而
在更广的范围内，全国共有 40000 多所中小学参与其
中，1500 多万名孩子创作了吉祥物，在从全部应征方案
中选出的 10 件候选作品中，就有一件小学生作品。最
后发布的吉祥物，也借鉴了孩子们的意向。孩子们通过
设计吉祥物，了解了冬奥知识和奥运精神，激发了爱国
热情，以“更快、更高、更强”为目标，为实现“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最终胜出的这两个方案，一个来自南方的广州美术
学院，一个是北方的吉林艺术学院。这一巧合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背景下，中国冰雪运动已走
出山海关，覆盖大江南北。

正如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 、秘书长韩子荣
所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通过吉祥物的发
布 ，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的精神风貌 、发展成果
和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展现中国广大民众对冰雪运
动的热爱和对冬奥会 、冬残奥会的期待 ，表达中国
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愿景。”

（记者姬烨、汪涌、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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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吉祥物将成为

冬 奥 会 的 杰 出 大 使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17 日表示，2022 年

冬奥会吉祥物的揭晓，标志着北京在成为奥运
历史上首个“双奥之城”的征程上又跨出重要一
步，吉祥物将成为 2022 年冬奥会的杰出大使。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
会吉祥物“雪容融”在当日发布仪式上正式亮
相。对此巴赫说：“今天标志着北京在开创先河、
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夏冬‘双奥之城’的征程上
又跨出重要一步。”

巴赫表示，吉祥物的发布一定会激发更多
人，特别是年轻人关注北京冬奥会。冬奥会吉祥
物集中国和中国人民最精华的元素和特色于一

身，一定会成为中国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杰
出大使。

巴赫认为，冬奥会之前，北京和周边地区的
体育运动场地设施越来越多，供大众充分参与
冬季运动。这充分说明，通过体育运动为全国人
民传播快乐、带来健康，这项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遗产已在逐步形成。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称北京 2022 年
冬残奥会吉祥物的发布“令人无比激动”。他表
示，吉祥物是对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未来的期许，
希望残奥运动员的超凡信念激励他们勇往直
前。 (记者苏斌、姬烨、汪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17 日揭开面纱，平
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冠军武大靖表
示，吉祥物让他更加期待冬奥会。而我国首枚
冬奥金牌得主杨扬则表示，结合科技和文化
的两个吉祥物，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杨扬当天作为主持人见证了吉祥物的诞
生。她说：“两个吉祥物非常可爱，老百姓很容
易接受，熊猫是我们的国宝，灯笼又是特别重
要的文化标记。加上我们赋予两个吉祥物的
意义，相信会有很多人喜欢吉祥物。”

武大靖在仪式现场参与揭晓了冬奥会吉

祥物。“我很激动，两个吉祥物很萌。我一直在
备战 2022 年冬奥会，每一天都是倒计时，今
天看到吉祥物发布，我对冬奥会更加期待！以
后我要第一时间去买(吉祥物)！”

跟随中国队夺得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
金牌的王蒙同样来到现场，她说：“吉祥物特
别可爱、特别喜庆，能够代表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的精神。我每天都在训练，非常积极地备战
2022 年冬残奥会，希望中国队能够卫冕冠
军！”

(记者姬烨、苏斌、汪涌)
本版稿件均为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武大靖：我对冬奥更期待

杨扬：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孩子们通过设计吉祥物，来了解冬奥会的知
识，了解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相关知识，了
解奥运精神，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意
义非凡。

———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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