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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管“风云变幻”，下管“人来车往”
精 彩 冬 奥 背 后 ，有 群 什 么 都 管 的“幕 后 英 雄”

本报记者李斌、王君璐

　　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
9 金 4 银 2 铜共 15 枚奖牌的冬奥会最佳战绩，
见证中国运动员勇攀体育高峰、不断实现突破
的精神。
　　运动员赛场圆梦的背后，离不开大量赛会
保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虽在赛场外，却也
在夺取人生的金牌！”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近这些默默无闻的幕
后英雄，倾听他们的冬奥故事，揭秘背后许多鲜
为人知的细节。

面对高峰时每日逾千名入境者

　　【个人简介】纪晋文，男，44 岁，现任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2020 年被
授予“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称号。
　　【自述】冬奥会期间，我在医疗防疫工作组
工作专班，主要负责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
我们协助北京冬奥组委不断完善《防疫手册》，
制定 10 余个技术文件，为竞赛场馆（群）、签约
酒店等各类场馆开展工作提供技术遵循；围绕
签约住宿设施和工作人员（志愿者）集中驻地公
共卫生保障，建立“4+1+1 ”方案指引体系，并
开展全员培训……
　　参与冬奥医疗防疫保障任务是荣耀，更是
责任与担当。特别是面对高峰时每日逾千名入
境者，一方面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感到无比自
豪，另一方面也为境外人员可能带来的疫情防
控风险而感到深深不安，可以说每天都如履薄
冰。入境病例每增加 1 个，就觉得风险增加了
一分。为了万无一失，我们每天都在思索，不停
地查找，看看哪里还有防控漏洞需要去堵，防控
措施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方面，防控措施的执
行是否兼顾了赛事正常运行和冬奥会参与者的
健康安全……
　　我还记得 2 月 5 日，5 岁的儿子给我发来
一段视频，他说“爸爸，生日快乐！”孩子的笑脸
一下子消除了我春节无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
带来的疲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
幸福的人。家人的默默支持，增添了我为冬奥守
好疫情防线的信心和力量！

专挑“坏天气”上山

　　【个人简介】陶亦为，37 岁，中央气象台天
气预报室副首席预报员，冬奥期间任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场馆预报员。
　　【自述】雪车、雪橇速度快，计分精度达到千
分之一秒，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比较高。湿度比较
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赛道结霜，影响比赛
成绩。

　　山地气象预报是世界性难题。2017 年 5
月，我作为第一批人员，加入延庆冬奥气象现场
服务团队。为尽快提高预报水平，我翻阅大量文
献，反复分析不同天气背景下海坨山的温度、
风、风向的变化规律；我们还专挑强降雪、寒潮、
大风等“坏天气”去爬海坨山，专门去体会天气
变化。尤其是 2018 到 2019 年，赛区正在建设
阶段，山上没有路、气温低，往往上一次山就要
5 到 6 个小时。
　　通过不断深入海坨山，积累对复杂地形
下天气要素的认识，我逐渐摸清了海坨山气
象 要 素 的 变 化 规 律 ，也 提 升 了 自 己 的 预 报
水平。
　　 2 月 13 日，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迎来强降
雪，降雪量达到暴雪级别。13 日上午正值女子
单人雪车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强降雪天气势
必对比赛造成严重影响。除此之外，降雪还会
让本来就较陡的道路变得湿滑，影响雪车等比
赛器材的运输。经过细致研判，我们提前 6 天
就开始对场馆及各领域滚动提示这次暴雪天
气过程。13 日当天，我们也进驻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场馆运行指挥室，逐小时通报天气实况和
未来趋势。场馆方面根据预报提前播撒融雪
剂，并在降雪的最强阶段加派人手及时清扫积
雪。精准的预报让比赛没有因为天气而改期，
确保了比赛的顺利进行，我和团队们这几年的
辛苦都值了！

“安全、有序集散是最大的挑战”

　　【个人简介】王先亚，男，31 岁，北京团市
委国际联络部二级主任科员，冬奥期间在开闭
幕式服务保障指挥部人员集散协调组工作。
　　【自述】我是 1990 年出生的，出生那年
北京刚巧举办亚运会；2008 年我考大学来
北方，恰逢北京奥运会，可以说我人生的关键
节点都遇上了国家举办国际体育盛会。
　　观众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见证者、参与者。
为协助观众顺利观演，我们综合考虑测温安
检、乘车出发、落客抵达和进场落座等环节，
会同交通、安保和属地管理单位共同完成远
端集结点、近端落客点的规划建设，制定交通
路线，不断推演优化流程，力保观众安全、舒
适地抵达国家体育场。
　　现实的挑战和困难依然不少：观众来自
不同行业和区域，分布在 20 多个区域集结，
需要科学规划建设远端集结点；疫情形势多
变，要合理设计交通和人员行进路线，避免和
闭环内人员冲突；天气严寒，需要加强各环节
有效衔接，做到环环相扣，尽力减少观众室外
非必要停留时间。
　　上万名观众、400 余辆车辆在短时间内
进入国家体育场周边，如何避免出现车辆拥
堵、人员拥挤，安全、高效地安排庞大的人群

和车辆有序停车落客，准时进入国家体育场，
是所有工作中最大的挑战。
　　通过一一实地踏勘，在寒风中用脚步丈量
每一个重点区域，我们制定工作指导手册、绘
制进退场流线图，将工作流程细化到分钟；在
近端落客点设置前线指挥调度中心，掌握所有
车辆抵达情况，随时处理现场突发情况。开幕
式当天，各远端集结点的车队按照批次安排陆
续抵达。我站在近端落客点的入口，核实着每
批车队，尽管手脚冻得冰凉，但内心却随着车
辆的抵达越来越踏实。在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
当下，几万名观众能够安全、有序来到开幕式
现场，亲眼见证这一盛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长时间在室外，有时一天也

顾不上吃一顿饭”

　　【个人简介】姚亮，男，41 岁，现任北京市
城市管理委广告处副处长，参与冬奥城市景
观规划和实施任务。
　　【自述】城市环境景观是展现城市良好形
象、烘托冬奥氛围的重要手段，城市安全运行
是保障市民正常生活、保障冬奥会成功举办
的重要支撑。为做好这项工作，市区城管部门
以及水电气热等行业单位的 60 名骨干，共
同组成了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
办公室，全力推进城市运行和环境保障工作。

　　 3 处标志性景观、1595 个花坛、620 处
景观小品、20 余万个灯笼灯饰、1.8 万面宣
传 道 旗、6 万 余 处 宣 传 画 面、2 8 处 灯 光
秀……在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一处处融
合着“国际范”和“中国风”的冬奥城市景观布
置精彩亮相，展现出主办城市独特魅力，营造
浓郁冬奥赛事氛围。
　　筹办期间，家中接连两位亲属去世。纵有
不舍与愧疚，想起所负使命和重托，参加完追
悼会我又匆匆返回岗位。为保证每处景观的
展示效果，我们经常是白天现场调度，晚上组
织完善方案。遇到问题不推脱、不延迟、不隔
夜，现场协调解决；遇到分歧，耐心沟通，交换
意见。工作强度大，节奏快，干到晚上九十点
是常态；现场调研时长时间在室外，有时一天
也顾不上吃一顿饭，矿泉水喝到最后都是冰
凉冰凉的，但看到城市里浓浓的冬奥氛围内
心就觉得特别温暖。

  1.16 万场冬奥主题活动是如

何组织的

　　【个人简介】刘贵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冬奥期间任冬奥北京市
城市文化活动组办公室成员。
　　【自述】营造浓郁的喜迎冬奥和欢度春节
氛围，是成功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重要
内容。2021 年初，51 家市区成员单位参加，
共同组成了冬奥北京市城市文化活动组，由
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和抽调的 6 名同志组成
专班，牵头推动冬奥文化广场和冬奥示范设
施建设，组织策划各类冬奥主题城市文化活
动 659 项、1.16 万场。
　　我们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独特
优势作用，在现有 2008 年奥运会文化广场
基础上，按照新标准进行改造提升，最终在延
庆、朝阳、海淀、石景山、通州等各区建成了冬
奥文化广场 16 个，每个冬奥文化广场设有
中心舞台区、观众区、冰雪活动区、科技体验
区、展览展示区、应急保障区等功能区。
　　每天每个广场上演至少两场文艺演出。
既有专业艺术院团演员，也有业余群众文化
团队，包括杂技、快板、舞狮、广场舞等市民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期间，各广场组织开展 1008 场文艺演出活
动，增添了浓厚的冬奥文化氛围。
　　在冬奥文化广场现场，天气虽然寒冷，但
是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各司其职，为市
民提供了一批充满冬奥冰雪特色和春节、元
宵节传统文化元素的欢乐广场。纯洁的冰雪
与热烈的中国红相映衬，冬奥文化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活
动彰显出古都北京城市文化的别样魅力。

（参与采写：实习生胡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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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亦为（右一）冬奥期间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工作。  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记者刘明洋

　　在激昂的《歌唱祖国》旋律中，身着整齐制
服、精神抖擞的学生升旗队，高擎着鲜艳的五星
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庄严地护送国旗走进
礼堂。
　　解开旗绳，扣好旗扣，动作熟练敏捷。当雄
壮的国歌响起，国旗徐徐上升至旗手肩部时，辜
廷恩熟练地向右前方踏出一步，用力一甩，国旗
随即在旗杆上扬起展开。然后她迅速回正身体，
面向国旗立正敬礼。
　　全场师生肃立，注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这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元朗信义中学
2021 年 5 月举行的毕业礼升旗仪式，也是 15
岁的辜廷恩率领新组建的升旗队首次亮相学校
重大典礼。

要对国旗有崇敬之心

　　辜廷恩和国旗的缘分始于 2013 年 9 月举
行的小学一年级开学典礼。
　　“当时学校在操场上举行入学升旗仪式，
那是我第一次观看升国旗，也是第一次听到国
歌，场面很震撼、很有气势，觉得身穿制服的升
旗队队员好有型。”年幼的辜廷恩被英姿飒爽
的学校升旗队深深吸引，“当时我就想报名参
加升旗队，但学校规定要到三年级才能申请。”
　　辜廷恩当时就读的光明英来学校于 2007
年成立升旗队，会定期举行升挂国旗仪式。“在
父母和老师的鼓励下，升上小学三年级后，我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升旗队。”辜廷恩表
示，加入升旗队并非易事，整个队伍四十几人，
要在全校范围内遴选队员。
　　“当时有很多同学去报名，但必须经过一系
列考察、面试，只有品行端正、表现优良的同学

才会被选中。”经过层层选拔，辜廷恩终于穿上
了朝思暮想的升旗队制服，金色帽徽的军帽、白
色衬衣、海蓝色及膝裙，让她顿时觉得肩负着很
大的荣誉和责任。
　　加入升旗队后辜廷恩才明白，升旗并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它有着一套严格的流程步骤，
每一步都要做得很标准、很到位，需要付出大量
汗水进行训练。”加入升旗队的第一课就是学习
国旗、国歌、国徽相关知识，还要了解国家的历
史与发展，奠定最基本的爱国情感。
　　“在明白生活中要怀着对国旗的崇敬之心
后，我们才会开始学习升旗礼仪、步骤、口令、步
操等具体内容。”辜廷恩说。

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马虎

　　虽然年龄小、身材瘦，但辜廷恩参加训练从
不懈怠。“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象征，升旗时每一
个动作都不能马虎。”她说，我们是每周训练一
次，一次要站着训练两个钟头，有时还要头顶烈
日反复练习。
　　经过 3 年的持续训练，辜廷恩从最初的
升旗队步操队员，成长为旗手并担任升旗队
队长，对于升旗的规范已是烂熟于心。“升旗
前我们会先检查旗杆、旗绳以及国旗是否完
好，整理好仪容和制服。奏乐响起，升旗队出
旗，会持旗步操到旗杆底下。”辜廷恩介绍，
升旗总共有 12 个步骤，每一步都必须做到
有条不紊，确保庄严神圣地升起每一面国旗，
做到国歌结束国旗同步到顶。
　　“当我第一次作为旗手率领升旗队进行升
旗礼时，心情很紧张，但在顺利完成整个仪式
后，充满了自豪和成就感，觉得训练中吃的苦很
值得。”她说。
　　 2019 年 9 月升入中学后，辜廷恩就读的
中学当时尚未组建升旗队，学校一些大型活动
的升旗仪式由女童军负责，她曾一度以为“英雄
再无用武之地”。

　　“‘黑暴’期间，我们目睹了青少年对国家
认识的不足，意识到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必须从生活中做起。”辜廷恩的中学校长尹浩
然介绍，学校响应不少师生的诉求，在 2020
年 10 月成立了专业升旗队，同时加入香港
升旗队总会，队号“S188 ”代表全港第 188
支中学升旗队。
　　作为“资深”旗手的辜廷恩得知这一消息
后十分兴奋，主动帮助招募和培训新人。“去

招募的时候，大家反响很热烈，报名很积极。
学校帮我们购买了制服和练习旗，平时我也
会帮助训练新队员传授经验。此后学校的升
旗仪式就交给我们升旗队专门负责了。”

播撒爱国情感的种子

　　“敬礼！”教官一声令下，一群老师右手齐
刷刷地举起来；“奏国歌！”老师们整齐望向国

旗，行注目礼。
　　这是香港升旗队总会 2021 年下半年开
设的“升旗礼导师培训班”系列课程上的一
幕，近百名教师在周末走下讲台来“上课”，从
零开始学升国旗。当中有刚进入职场的青年
幼师，也有年过半百的老教员，更有学校校
长，场面颇为庄严。
　　令人意外的是，教老师们升旗的是 3
个中学生，其中就包括曾获评优秀升旗队
队员的辜廷恩。
  “来上课的是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老师，
我们要进行动作示范，亲手教他们不断模
仿练习，他们学成之后回去再教学生。”辜
廷恩说。
　　对于教老师是否很有压力，辜廷恩表
示：“他们在学业上是我的老师，但讲到升
旗，我更专业、更有经验，会很耐心认真地
去教，希望我和他们都能成为播撒爱国情
感的种子。”
　　成立于 2002 年的香港升旗队总会，是
全港唯一一支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和推动
国民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制服团体。2021 年
10 月，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和幼儿园发
出通告要求，把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
育，全部学校从 2022 年元旦起每周举行升
旗仪式。香港升旗队总会的培训工作也因此
变得繁忙起来。
　　“我们希望通过知识、技能、态度三大范
畴的训练，让队员们在礼仪、国民身份认同、
自我要求等方面都能以身作则，让升国旗仪
式凝聚起师生对国家的情感，热爱脚下这片
土地。”辜廷恩的培训教官、香港升旗队总会
新界西区训练主任黄凯邦介绍。
　　经过在升旗队 7 年多的磨砺与洗礼，如
今的辜廷恩比同龄人更加成熟懂事。“升旗
队就像是我的好朋友，它不仅教会我许多做
人做事的规矩和道理，更让我懂得如何去做
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她骄傲地说。

一位香江小旗手的成长之路

  ▲在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元朗信义中学，辜廷恩（中）手擎着五星红旗走进礼堂（2021 年 5
月 26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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