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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记者姬烨、
王浩宇、卢星吉）举办冬奥会事无巨细，如何
保障各个环节、各项比赛顺利进行？日前，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试活动举办期
间，坐落于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的指挥
部首次亮相。连通各个比赛场馆的四块大
屏，覆盖重点业务领域的八个内设机构，以
及囊括城市运行保障的指挥机构，这个“冬
奥大脑”不一般！
　　为了利用好北京冬奥会举办前最后一
个雪季，进一步发现问题、积累经验，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雪上项目和滑行项目的
测试活动在 2 月中下旬举行，冰上项目的
测试活动计划在 4 月上旬举行。2 月 16
日至 26 日，在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20
项赛事在 3 个场馆群的 6 个场馆同时举
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竞赛组织工作最好的预演。
　　走进指挥部，四块大屏一字排开，第一

块屏是各场馆监控镜头，便于指挥部第一时
间看到一线情况。第二块屏是与各赛区、城
市运行保障指挥机构的视频会议画面。第
三块屏是任务系统，可看到各场馆、各赛事
精确到每天、每小时的安排，比如何时训练、
比赛、颁奖等，能够以时间轴的方式统揽全
局。第四块是信息化系统，场馆气象条件对
冬奥项目，尤其是雪上项目影响很大，该系
统提供的气象等信息可为决策提供依据。
　　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介
绍说，为保证这次雪上项目测试活动的顺利
进行，北京冬奥组委和相关方面，在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指挥体系框架之下，组建了
这次雪上项目测试活动指挥部，设立八个内
设机构，包括调度中心、竞赛指挥组、医疗防
疫组、安全保卫组、交通运行组、工程保障
组、服务协调组、技术及网络保障组。
　　姚辉表示，本次测试活动期间，指挥部
主要发挥以下作用：第一是场馆运行调度，

与各场馆直接连通，场馆遇到突发重大问
题，将由指挥部来协调解决；第二是联络枢
纽，与两个赛区的赛区组委会以及北京、张
家口城市运行保障指挥机构实时连通，共
同帮助保障场馆团队解决外围保障和城市
运行的相关工作；第三是信息中枢，比如竞
赛、气象、交通等重要信息，会在这里聚集，
经过科学整合，发布到各个机构，保证赛事
顺利进行。
　　指挥部还专门设有竞赛日程变更委员
会。据了解，16 日在云顶滑雪场举行的自
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比赛，就因风
速和气温未达到比赛要求而调整了赛程。
　　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王艳霞
说，对于冬季赛事来说，为了保证运动员和
工作人员的安全，赛程因气象条件而调整
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冬奥会赛时也是同样
的运行机制，先要进行气象会商，会商结果
报到竞赛指挥组，之后竞赛日程变更委员

会召开会议，主管领导、冬奥组委相关业务
领域负责同志参会，冬奥会赛时还有国际
奥委会、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的相关人
员，共同确定竞赛日程变更。做出变更之
后，各相关业务领域要根据变更后的日程
重新安排工作计划，比如观众服务领域，比
赛取消或者推迟后要及时通知购票观众，
这是一个联动机制。
　　在冬奥会赛时，指挥部将成为冬奥主
运行中心。北京冬奥组委主运行中心秘书
长郑翼程介绍说，问题的分级管理至关重
要。“冬奥期间，如果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
这个屋子里来决策，那么效率一定很低。
我们坚持所有的问题（尽可能）在场馆端解
决，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可上报到主运行
中心，根据分级问题管理来决策。赛事举
办期间，我们不光是单方面决策，可能还会
涉及转播、赞助商等方方面面，因此这里的
统筹决策针对的是更宏观的问题。”

“冬奥大脑”首次亮相，带您一探究竟
坐落于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 协调场馆调度、保障赛区连通、整合重要信息

　　新华社太原 2 月 17 日电（记者
刘扬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日益
临近，冰雪运动热潮正在全国各地不
断升温。今年春节期间，不少百姓走
进雪场、走上冰道，用运动点燃假期
生活，感受别样“年味”。
　　大年初六，太原市民杨辰带着
家人来到距离市区不远的山西九龙
国际滑雪场。正值春节，滑雪场上
人却不少，寒冷的天气也挡不住人
们踏上雪道享受冬季运动的热情。
　　“往年春节总是窝在家里，除了
吃吃喝喝，就是打牌玩麻将，今年我
想换个方式过年。”作为一名白领，
杨辰平时工作忙，很少有运动的机
会。他说，“最近冰雪项目特别火，
周围很多朋友都在玩，我也想赶一回
时髦，顺便活动活动筋骨。”
　　滑雪场上，像杨辰这样带着全家
出游的人还有很多。九龙滑雪场总经
理于威介绍说，一些外地游客甚至会
选择长住，与家人一起在外过个“滑
雪年”。
　　“滑完雪，再泡个温泉，别提
多美了。”杨辰说，“难得有机会
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出游，共同感
受运动的快乐、享受度假的惬意，
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随着冰雪运动产业的迅速发展，
冰雪主题的节庆活动也在很多地方流
行起来。 2020 年入冬以来，山西省
右玉县建成冰面 200 亩，造雪 2000
立方米，打造了包括冰雪运动会、冰
雪灯光秀等在内的冰雪嘉年华系列活
动。“仅今年元旦假期，冰雪项目就
接待游客近 2 万人。”右玉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我们的
冰雪主题活动更是达到了高潮，民众
对冰雪运动的热情被点燃。”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
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1 ）》称，玩
冰雪成为冬季游客的时尚新民俗，冰
雪旅游成为众多目的地冬季消费的新
动能，预计 2020-2021 年的冰雪季，
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次将达到 2.3
亿，冰雪休闲旅游收入超过 3900
亿元。
　　随着“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
逐渐兴起，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好

冰雪产业的发展前景。“除了 2020 年因为疫情的特殊原
因，近几年滑雪的游客人数每年都成倍增长。”山西九龙国际
滑雪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常玉林说，“从 2020 年底开始，
我们的业务迅速回暖，今年春节期间，滑雪场每天要接待
近千名游客，我对冰雪运动产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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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成都 2 月 17 日电（记者张超群）大年初六，
27 岁的黎升达在雪道滑完最后一圈后有些不舍。这位在
成都工作的广西小伙，响应“就地过年”倡议，从腊月二
十七开始，在滑雪场一待就是 10 天，“如果不是明天要
上班，还真不想走呢”。
　　“这里海拔高，晴天多，雪很松软，我很享受双板在
雪地滑行的感觉，像骑摩托车。”在海拔 2750 米的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太子岭滑雪场，黎升达陶醉于冰雪
运动中。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的临近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不断推进，在四川，冰雪运动日益受到人们的
喜爱。
　　依托室内外冰雪运动场所， 2 月 5 日开幕的四川省
第三届全民健身冰雪季活动将一直持续至 8 月份。春节
前后，预计直接和间接参与人数将突破 300 万人次。成
都、阿坝、广元、达州、乐山、眉山、巴中等四川 7 个
市（州）的 22 个冰雪运动场所形成联动，开启了本届冰
雪季系列活动。
　　“成都市区每次降点‘头皮雪’都会引起全城‘晒
雪’狂欢，成都人对雪的喜爱和迷恋是四川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主要动力。”太子岭滑雪场营销总监陈为说。
　　太子岭滑雪场建成后，成为继成都西岭雪山之后的四
川省内第二个冰雪运动类的体育行业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基
地。 7 年来，太子岭滑雪场累计培训了 200 多位滑雪社
会体育指导员，有力推动了冰雪运动在西南地区的发展。
　　“ 2013 年，四川基本没有专业滑雪俱乐部，如今，
仅在太子岭滑雪场就常驻着 5 家滑雪俱乐部，覆盖 3000
多名会员。”陈为介绍，“太子岭滑雪场对合规备案的俱
乐部免费开放，也是希望有实力的团体共同参与到冰雪运
动的市场培育中来。”
　　邱浩宇创立的维帆滑雪俱乐部是常驻太子岭滑雪场的一
家滑雪俱乐部。“俱乐部 600 多名会员中，年龄在 20 岁至
35 岁的会员占到 90% 以上，年轻人成了我们俱乐部的中坚力
量。”邱浩宇说，“在滑雪教学培训客户中， 70% 以上是青
少年。”
　　 7 岁的陈逸菲踏着双板，在雪地里身姿矫健。作为
“雪二代”，她 5 岁便开始和父母一起滑雪。这个寒
假，她已经在雪场度过了 20 多天。见到记者时，她当天
已经跟随教练滑了 5 个多小时。“我不知道今天滑了多
少趟，就感觉自己很喜欢滑雪，因为滑雪有很好玩的动
作，我想一直滑。”陈逸菲说。
　　在邱浩宇看来，这些滑雪的新生力量是南方冰雪运动
得以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个雪季我们俱乐部的双板销售
量增加了 30% ，可以明显感受到冰雪运动的大氛围起来
了。随着民众了解冰雪运动的渠道增多，我们对四川发展
冰雪运动的前景非常看好。”邱浩宇说。

南国春节雪场忙
冰雪运动前景好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记者张骁、
王修楠）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 2020 年底
全部建成后，“完工冲刺接力棒”便交到各
非竞赛场馆手中。牛年新春，作为北京冬
奥会主媒体中心的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施工
不停，600 多名建设者在岗过年。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是北京冬奥
会媒体和转播商的“家”，计划今年 7 月建
成并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北京建工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经理池明智介绍，
工程于去年 8 月主体结构封顶后进入全
面装饰装修阶段，目前外观初展英姿，突
破多项建设难点。
　　例如，在工程外幕墙施工中，面积近
1.85 万平方米的“群鸟”造型幕墙施工
难度很大。为确保板材强度和造型达到
建设效果，项目团队创新方法，将生产汽
车使用的模具冲压工艺应用到幕墙金属
板加工中，一举破解难题。
　　此外，工程机电安装体量巨大。电线
电缆总长度约 1300 公里；38 万平方米通
风管线可铺满 50 多个标准足球场。项目
运转涉及各类机电设备 4000 多台、机房
500 多个，目前施工已接近尾声。
　　池明智介绍，今年春节，国家会议中
心二期主要推进赛时钢结构、采光顶等施
工内容。赛时钢结构用钢量重 1500 吨，
赛时可满足各类数据机房搭建、机电设备
临时管线安装需求，赛后将拆除回收，充
分体现场馆可持续利用特点。此部分施
工要在 2 月全部完成，为后续设备进场等
创造条件。采光顶施工关系到工程封顶
封围进度，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避免
雨水浸泡内装修产生损失。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是去年疫情发生后
北京市首批复工的重大工程项目之一，今
年又成为全市为数不多的春节在施工程，
可见建设难度和压力。“2020 年，很多参建
人员为了保障工期，几乎放弃全部休假机
会，投入巨大心血换来了可喜成果。2021
年建设任务依然繁重，但目标明确清晰，我
们对工程如期交付有百分百的信心。”北京
建工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党支部书记陈
超说。

主媒体中心“群鸟”造型幕墙英姿初展

施工人员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进行外幕墙施工（2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中网、北马等重点赛事正积极筹办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记者汪涌）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体育局获悉，北京市今
年将加强形势研判和防控保障，积极稳妥
筹办北京马拉松等重点赛事，服务北京国
际交往中心建设。
　　据了解，北京市今年将持续推动中国

网球公开赛赛事升级。配合好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系列测试活动的筹办。做好
亚洲杯足球赛北京赛区的筹办工作，加快
推进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改造。优化体育赛
事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探索不同赛事的监
管方式，提升服务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推

荐裁判员参加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进一步
提升裁判员队伍的整体水平。
　　据悉，去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原本计划于北京举办的包括中国网
球公开赛、北京马拉松等在内的一批高水
平重点赛事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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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东京 2 月
17 日电（记者王子江）多
家日本媒体 17 日报道，
现担任日本奥运大臣的
桥本圣子已经被选定为
东京奥组委新任主席的
唯一候选人。
　　桥本圣子前一天
曾表示，她无意成为森
喜朗的继任者。因为
发表歧视妇女的言论，
自东京奥组委 2014 年
1 月成立以来一直担
任主席的森喜朗于上
周宣布辞职。
　　 56 岁的桥本圣子曾
先后参加过四届冬奥会
和三届夏奥会，是参加奥
运会次数最多的日本女
运动员。2019 年 9 月，
她被时任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任命为奥运大臣兼
女性活跃担当大臣，去年
9 月，菅义伟担任日本首
相后，她继续留任。
　　桥本圣子坚决主张
东京奥运会在今年如期
召开，并表示东京将“不惜
一切代价”举办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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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6 日电（记者
李麟寅、张晟）位于北纬 49 度的内蒙古海
拉尔，数九寒天里，75 岁的苏德却在封冻
的冰河里劈冰斩浪，湿漉漉的皮肤表面升
腾起屡屡“白烟”。
　　“今天游得挺好，一点儿没有冻的感
觉，太阳暖洋洋的。”苏德是海拉尔冬泳协
会的老会员，爱好文学，退休前曾在出版社
担任图书编辑工作，朋友们都尊他苏老师。
温文尔雅的谈吐令人难以相信，他与冬泳
运动结缘已有 23 年。
　　“我从 1998 年开始冬泳到现在，从来
没有间断过。”几十年如一日，年过七旬的
苏德每天都在两种角色间定时切换，上午
他是书房里的“文艺青年”，练毛笔、品文
学、编书稿，下午他又成了冰河里的“极寒
泳士”，破坚冰、舞风霜、踏冰浪。
　　苏老师每天下午都步行近 3 公里来
到位于伊敏河畔的冬泳基地，一块长 10
米、宽 2 米的冰窟窿就是他和朋友们尽情
畅游的天地。“有时候年轻人叫我大爷大
叔，哎哟我觉得确实老了，但是我自己感觉
从冬泳以后到现在，还是跟五六十岁时的

感觉一样，办公桌上连续工作四个小时也
不觉得累。”苏德说。
　　穿上泳裤，戴上泳镜，平日里温文尔
雅的苏老师仿佛瞬间开启了“热血 模
式”，扑通一声，没有丝毫犹豫猛地扎入

冰凉的水中，四散的水花还没等落地又
重新结成冰晶，稳健的划水和熟练的换
气让人难以相信眼前这位冬泳健儿竟是
古稀老人。
　　在这样的极寒天气里，多数冬泳爱好
者在泳池里游上一个来回便需要立刻回到
路边的休息室做暖身锻炼。而苏德则常年
坚持每次都游上三四个来回，甚至更多，后
辈们都叹服不已。“刚下水时很刺激，游半
圈以后身体就适应了，再游两三圈回到屋
里用凉水一冲，身体就感到特别轻松了。”
　　“冬泳能够让全身得到一般体育运动
给不了的兴奋和舒适，但这种感受不是所
有人都能轻易得到的，冬泳光有爱好也不
行，必须有毅力，有挑战自我的意志。”
　　苏德告诉记者，他最开始因为好奇接
触了冬泳，但自从开始这项运动以后，关节
炎、腰腿痛等小毛病得到了明显缓解，每逢
换季就爱犯的荨麻疹也消失了，“真的是受
益匪浅”。
　　现在，冬泳已经成为苏老师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只要我还能走，我就会坚持
游下去”。说这句话时他依旧温文尔雅。

七旬“文艺青年”练成“极寒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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