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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我们在一起”
———助力冬奥的首都志愿者群像

News新闻

民间高手：
入选滑雪战队无比自豪

2018 年 10 月，北京市东城
区龙潭街道社区工作者王波接
到一个电话。“喂，你是王波吗？
我是北京冬奥组委，你因为滑雪
考级的成绩被纳入了冬奥志愿
者人才储备库，现在邀请你加入
北京冬奥志愿者滑雪战队。 ”

王波是一名滑雪爱好者，曾
在参加滑雪考级的时候填写过
冬奥志愿表格。入选人才储备库
后，她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志愿者
培训，并在国际雪联高山滑雪远

东杯等赛事中体验过志愿服务
的艰辛。

“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我们
站在山顶上为赛事服务。 20 分
钟雪镜结霜，30 分钟双脚从麻
木到没知觉，40 分钟护脸结
冰。 ”王波说，很多小伙伴的眉
毛、眼睫毛全都挂满了白霜。 与
她一起入选滑雪战队的，不少人
都是“民间高手”，有医生、教师、

技术工作者等。虽然训练的艰苦
超出预期， 但一想到能为国出
力，大家都感到非常荣幸。

北京体育大学学生刘旭东
将承担冬奥志愿者中难度最高
的“雪童”工作。“我在黑龙江齐
齐哈尔长大， 从小学习滑冰，曾
是专业运动员。”他介绍，“雪童”
是赛场上的“清道夫”，对速度要
求比较高， 需要在 70 秒内在场

子里往返三个来回。
“我们工作时是播商业广告

的时间，上不了电视。”刘旭东告
诉记者。 尽管如此，他依然感觉
无比自豪。

青年学生：
积极“备战”展示青春风采

在清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
上百名志愿者正在进行心肺复
苏、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使用
等基本急救技能培训。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校红十字
会急救部部长苏厚祯说，自己将
在冬奥会期间参与观众服务工
作，希望能和同学们一起，展示
专业、敬业的志愿者形象。

出生于 1999 年的湖南姑娘
赵丛丛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期间和父母一起来到北京看比
赛。她说，在通过中英文面试，并
接受了一系列培训后，她将以反
兴奋剂专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
北京冬奥会。

“学校开设了用外语讲好中
国故事培训及志愿者骨干训练
营，鼓励志愿者发挥多语种优势
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向世界讲好
中国的冬奥故事， 展现冬奥精
神。 ”北京外国语大学团委书记
黄伦伦说，学校特意发放了相关
书籍，助力志愿者深入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用外语讲好
中国故事。

“服务保障重大活动是对
青年进行思想政治引领的重大
契机和重要载体。 ”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城市志愿
者（北京市）指挥部执行指挥、
北京团市委书记李军会说，青
年将在这项工作中得到淬炼和
升华， 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 在这场中外文明
大交流的盛会中， 向世界展示
中国青年的风采。

各界群众：
关键时刻向前冲

按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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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赛会志愿者之
外，还有大量市民将以城市志愿
者的身份参与冬奥服务。

延庆社区工作者武杰参与
的任务是闭环人员的疫情防控
工作。“在把家属寄送的物品进
行消杀、分类和派送之前，我要
将物资运送到酒店缓冲区。 ”他
说，这项工作单一而繁重，但他
乐在其中。“志愿者就要主动承
担责任，关键时刻向前冲，克服
一切困难。 ”

在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延庆
乡亲”志愿者之家，53 岁的杨秉
立负责接收快递和接听热线电
话。 她担心遗漏重要信息，就把
电话内容都记录下来。“为社会
作贡献， 生命才更有价值。 ”她
说，“在我们这个团队里有不少
退休的老同志， 志愿者李书民
54 岁，志愿者穆军 62 岁……他
们每天工作 8 小时， 认真负责、
兢兢业业，都是我的榜样。 ”

郭丹丹是中国第一个滑雪
世界冠军，与冰雪结缘 30 多年，
她见证了祖国冰雪运动不断发
展繁荣。“退役后，我一直从事冰
雪运动推广工作，我对成功举办
冬奥会很有信心。”她说，过去几
年， 她自愿加入了“冬奥宣讲
团”， 在 200 多场讲座中分享了
自己与冰雪的故事，为北京冬奥
会助威。

“在全球防控疫情的严峻形
势下，办好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不
仅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
诺，也是展现我国社会风貌的重
要窗口。”郭丹丹说，每个普通人
都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强大生命力。

（据光明网）

12 月 17 日上午，北京市召
开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专
场发布会， 根据正式比赛期间
的城市运行需要， 城市志愿者
将参与和承担城市运行保障相
关工作。

根据测试活动及正式比赛
期间的城市运行需要， 北京冬
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内容主要包
括：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
服务、文明宣传、应急救助、文
化传播、环境保障、共建平安、
助残服务等。

按照服务地点不同，城市志
愿者主要分为场馆周边志愿者、
城市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冬奥冰
雪运动场所志愿者、 重点社区
（村）志愿者、助残服务志愿者、

文明交通志愿者和 2022 北京新
闻中心志愿者等七大类。

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
挥部执行副指挥李健介绍，北
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挥部
制定了《冬奥城市志愿者工作
方案》以及《工作指引》《招募
方案》 等一揽子方案及办法。
建立了冬奥会城市志愿者赛
时指挥体系。 针对各场馆周边
等重点区域和北京新闻中心
等重点部位，落点落图 ，制定
专项工作方案。

据了解，在奥林匹克中心区
域、首体区域、五棵松区域、冬奥
组委区域、延庆小海坨区域等重
点区域，共设立城市志愿服务点
位 758 个。 目前，根据冬奥会总

体工作要求， 城市志愿者已于
12 月 5 日在主要服务站点开始
上岗服务，预计 2022 年 1 月 25
日开始全面上岗服务，直至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活动结
束。预计上岗服务的城市志愿者
约 20 万人次。

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
挥部执行副指挥李健表示，为了
保证服务质量， 采取以线上为
主、线下为辅的方式，开展城市
志愿者骨干培训、通用培训和岗
位培训，确保“志愿者不培训不
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

城市志愿者覆盖人群广泛，
不仅有中青年，“西城大妈”也将
作为城市志愿者届时参与志愿
服务。 李健表示，城市志愿者招

募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市民报名
十分踊跃。有意成为城市志愿者
的市民，可以在“志愿北京”平台

检索相关项目，并按照项目要求
就近就便报名参与。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20万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明年 1 月 25日全面上岗

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清扫积雪

12 月 6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集体誓师

18岁的北京体
育 大 学 学

生崔美琳觉得，成为一名冬
奥会志愿者意义非凡，因为
这是在“为国家尽一份力”。

截至目前 ， 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志愿者报名人
数已突破 100 万。在冬奥会
的舞台上，各行各业的志愿
者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凝聚起更强大的民
族自信。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志愿者出征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