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目前，北京冬奥会
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已突
破 100万，其中 18—35岁
人群占比超过 95%。 打造
服务专业、勇于担当的志愿
者队伍，将为冬奥会的成功
举办提供坚实保障，也将展
现中国青年昂扬向上、奋发
有为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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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超过 100 万

为冬奥筹办贡献青春力量
这段时间，共青团河北省

委冬奥工作专班主任
李峥经常往来于高校与相关部门
之间， 就冬奥志愿者培训及保障
内容进行沟通协调。 随着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进入关键阶
段， 志愿服务领域筹备工作全面
提速。 将志愿者招募、培训、保障
等一系列措施落实落细， 李峥每
天都在忙碌。

打造服务专业、勇于担当的
志愿者队伍，将为冬奥会的成功
举办提供坚实保障。 据统计，目
前在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的
报名者中，18—35 岁人群占比超
过 95%。北京冬奥组委及各赛区、
各场馆的运行团队中，青年也占
了相当的比重。 冬奥赛场既是竞
技舞台，也将成为展现中国青年
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让奥林匹
克精神点亮青年梦想，冬奥会将
留下宝贵财富。

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90 后” 姑娘张帆是五棵松
体育中心的物流经理。 在此前进
行的“相约北京” 冰上测试活动
中， 她所在的物流团队主要负责
运动员护具的转运工作。每天，他
们要清点、回收物资并进行管理，
等到其他人休息时， 他们的工作
才刚刚开始。张帆说，能做冬奥会
的“幕后英雄”，她很自豪，“我们
每个人都是冬奥筹办过程中的一
颗‘螺丝钉’，更好地完成自己的
任务，筹办工作才能稳步推进。 ”

在北京冬奥组委机关团委
书记金飞腾看来，年轻人不怕吃
苦、甘于奉献、富有创造性，是冬
奥筹办场馆化运行过程中的中
坚力量。

随着冬奥会筹办进入关键
阶段，去年年底，北京冬奥会 12
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各场馆运
行团队也实现了一线办公。“我
们将围绕场馆运行的中心任务，
服务冬奥筹办大局，团结、引领

青年在冬奥筹办过程中发挥生
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同时也搭建
学习交流平台，丰富青年业余生
活。 ”金飞腾说。

张家口赛区的志愿者团队培
训及保障工作同样紧锣密鼓。2021
年第一期和第二期河北省“迎冬
奥” 志愿者骨干交流营近期在张
家口结束，共有来自 29 所高校的
约 400 名志愿者参加了活动，他
们将在赛时为张家口赛区相关雪
上项目赛事提供志愿服务。

交流营搭建起志愿者和赛
事服务领域管理人员代表、志愿
者和高校管理人员的指挥联络
体系，通过专家授课、经验分享、
团建拓展的形式，激发团队的工
作热情，增强凝聚力，也为赛时
工作积累了经验。

共青团河北省委副书记侯
贵松表示，高质量的志愿服务将
传递奥运精神，也将向世界展现
中国青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
精神风貌。

带动更多人参与冬奥筹办

今年 2月，延庆赛区和张家口
赛区进行了滑行项目和雪上项目
测试活动；4月，北京赛区冰上项目
测试活动也圆满完成。在一场场检
验和历练中， 志愿者队伍勇于担
当、乐于奉献，收获了成长。

在云顶滑雪公园， 一支由青
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青年
摄影团队几乎走遍了场馆的每一
个角落， 为了寻找最佳的摄影点
位，他们用脚丈量每一条赛道，记
录下赛场上的精彩瞬间； 在延庆
赛区，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
中国农业大学的 24 名志愿者克
服天寒山陡的困难， 进行了山地
演练，他们不但要熟悉场馆环境，
还要为冬奥会志愿服务和冬季室
外志愿服务制定整体预案和标
准；在北京赛区，参与冰上测试活
动的 1026 名志愿者创新完成信
息收集和分享工作， 把各个业务

领域的志愿者“联结”起来，做到
了不同场馆间的交流互通。

国家游泳中心志愿者、北京
大学学生董豪泽表示，通过参与
测试活动， 自己对冰壶项目、赛
事场馆运行工作等都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希望明年可以重回

‘冰立方’，为北京冬奥会贡献自
己的力量。 ”董豪泽说。

在国家速滑馆的冰上测试活
动中， 来自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
院“双冰场馆制冰人才订单班”的
学生们，参与了“冰丝带”的制冰
工作。他们所展现出的勤奋踏实、
精益求精的精神给国际制冰专家

马克·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
些年轻人就像冰雪运动发展的种
子，中国会培养出更多的制冰师，
让更多人参与冰上运动。 ”

“参与冬奥筹办的年轻人将
所学所思分享给身边的人，将带
动和影响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冬
奥会。 ”北京大学团委冬奥志愿
者工作负责人、国家游泳中心运
行团队志愿者经理张舒表示，冬
奥会志愿者在服务赛事的同时，
也将为自己留下一段独特经历。

截至目前，北京冬奥会赛会
志愿者报名人数已经突破 100
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申请加入
冬奥志愿服务队伍。

让志愿服务惠及城市发展

目前，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仍在进
行中。 按照计划，冬奥会赛会志
愿者将招募 2.7 万人， 冬残奥会
将招募 1.2 万人。此外，冬奥组委
将会同举办城市在测试赛和冬
奥会赛时， 招募约 10 万名城市
志愿者承担城市运行保障工作，
为社会参与冬奥搭建平台。

从 2018年起， 张家口市就启
动了“迎冬奥”城市志愿者招募选
拔和培养储备工作，不断深化细化
赛区志愿服务保障方案。 张家口
已陆续举办了 6 期各类志愿者骨
干交流营，培训青年教师、学生和
市民志愿者 1100 余人。 目前，张
家口赛区城市志愿者工作方案正
在制订中， 志愿服务领域筹办工
作进入了全力攻坚的重要阶段。

“通过测试活动，我们发现
了一些问题，比如城市志愿者岗
位、人数有待调整。 在总结测试
活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对城市
志愿者工作进一步优化，形成城
市运行、宣传运行等工作机制。 ”
共青团张家口市委副书记温旭
春说，张家口团市委将持续精准
确定志愿服务需求，理顺管理保
障机制， 推进保障措施有效落
实， 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北京赛
区、延庆赛区的沟通对接，为圆
满完成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奠定基础。

“我们期待以冬奥会为契
机，让志愿服务成果惠及城市发
展，激励年轻一代。 ”金飞腾说。

（据《人民日报》

端午节到来， 山西省大同
市民袁建琴购买了百余个粽
子，带上十余名志愿者，开车去
看望长城脚下的羊倌。 他们希
望与羊倌建立良好关系， 杜绝
羊群攀爬长城。

“在我们的劝说下，20 多名
羊倌戴上红袖章，成为保护大同
夯土长城的志愿者。 ”56 岁的袁
建琴如今已义务守护长城近 10
年。 她和志愿者们一起到长城沿
线捡垃圾、发传单、发现问题及
时与文物部门联系。

为发展更多“长城卫士”，
袁建琴等人经常义务为研学游
的小学生、 初中生讲解长城历
史文化。 她还会带领孩子们宣
誓保护长城：“世界遗产， 万里

长城。 爱我中华，守望和平。 大
同重镇，中国名胜。 护之佑之，
携手与共……涂抹刻字， 极不
文明。 乱踩乱踏，伤害长城。 乱
丢杂物，不讲卫生……”

长城是世界上规模、体量最
大的线性文化遗产，1987 年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长城遗存数量大、分布
广、管理难度大，我国从 2003 年
开始试行长城保护员制度，并于
2006 年在《长城保护条例》中予
以正式确认。 2016 年，国家文物
局印发《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
加强长城保护工作。

尹成武是山西省山阴县第
一个长城保护员。 他从 1979 年
底开始守护长城。 最初，他靠一

把皮尺、一根米绳、一部自制的
木梯，每天在山上待 10 余个小
时 , 一米一米地测量完了山阴
县境内的长城。 在刚开始的几
年里， 他几乎天天在长城上，
劝阻人们搬砖。 现在人为破坏
大大减少，他又日夜操心长城的
“病情”。

站在新广武村北关楼下 ,记
者看到仅剩两层的关楼依旧雄
伟有气势，下面长长的门洞更是
少见。 只是楼身上的几道裂缝，
让人看着揪心。 尹成武对长城的
“伤”从不掩饰，他希望更多人了
解、关心、修缮长城。

尽管长城保护员的工资不
高， 但尹成武一直坚持了 40 多
年。“主要是和长城结下了缘。老

祖宗的东西，你接触时间越长越
有感情。 ”他说。

如今，当地增加四名文保员
和尹成武一起看护广武明长城。
人员多了，但他心里的担子并没
有放下。“24 小时手机开机，怕长
城发生意外。 ”

除了长城保护员队伍，越来
越多像袁建琴一样的普通民众
也志愿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
中来。

山西应县北楼口村四位平
均年龄 78 岁的老人， 十余年守
护身边的长城、古堡，编写了《千
年古关———北楼口》。 长城 1 号
旅游公路穿村而过，为防止施工
人员用古长城遗址上的砖石，87
岁的李世盛和 72 岁的常亮多次

现场“监工”。
山西偏关县退休教师秦在

珍十年走遍偏关长城，著有《偏
关长城图志》《我的家园我的歌》
系列丛书。 一次，他和几名志愿
者在行走长城途中迷路， 凌晨 4
点半才回到家。

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长城
爱好者、 志愿者还通过建立微
信群，实现信息共享，共同守卫
长城。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
会表示，山西越来越多民众自觉
守护长城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
缩影。 现在不少省、市、县纷纷成
立长城学会或长城保护协会等，
自觉争当“长城卫士”。

（据新华社）

一支越走越壮大的“长城护卫队”

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