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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
后，志愿者得到的评价

是“一张最美的城市名片”。 这是
志愿者们用出色的服务，为奥运
盛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重要保
障而得到的美誉。

北京冬奥会前 ， 为了让约
1.9 万名赛会志愿者能够顺利合
格上岗，北京冬奥组委设计了四
个阶段的培训体系，由志愿者部
整合线上和线下资源，指导高校
和场馆，对志愿者进行了系统性
强、特色鲜明的培训。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培
养了一支志愿者培训师队伍，在
打造‘最美名片’的同时，为北京
冬奥会又增添了一笔宝贵财富。

精心设计建立培训体系

冬奥会的举办让北京成为
了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这也
对志愿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相
比，北京冬奥会面临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两地三赛区办
赛的客观情况。

为了培训好赛会志愿者，北
京冬奥组委通过顶层设计，建立
了通用培训、专业培训、场馆培
训和岗位培训的四阶段培训体
系，由志愿者部统筹负责，规划
了疫情防控和扶残助残专项培
训，并面向志愿者经理、冬奥志
愿者培训师和骨干志愿者等重
点人群进行了系列专题培训，还
创新开展了志愿者培训工作的
督导评估。

据了解， 在通用培训阶段，
志愿者部推出在线培训、线下培
训和实践锻炼三个环节的内容。
在线培训依托北京冬奥组委信
息与知识管理平台（IKM）展开，

志愿者部开发制作了视频课件，
并为其配套了文字讲义和在线
题库。

线下培训和实践锻炼由志
愿者来源高校组织实施，他们发
挥学校场地、 学科专业等优势，
进行了疫情防控、 扶残助残、志
愿礼仪、 外语口语等强化培训，
组织开展国际形势、 思想教育、
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 据统计，
95 所志愿者来源高校平均在校
内组织开展了不少于 10 场的线
下培训活动。

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是提
升志愿者服务水平的关键。 到目
前为止，40 余个冬奥场馆以及运
行团队均已开始了对志愿者的
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

考虑到一些场馆无法开展
大规模线下培训活动，北京冬奥
组委志愿者部帮助场馆与高校
对接，将部分场馆培训和岗位培
训“前置”到高校内进行，预计这
些培训将在 2022 年 1 月底完成。

线上课程经过反复打磨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工
作人员表示，为保障志愿者线上
培训的水准，视频课件的质量要
求非常高。

志愿者部在方案制订、大纲
编写、讲义沟通、拍摄录制、后期
制作、视频审查等各个环节都投
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进行
了大胆的探索创新。

据介绍，志愿者部为线上培
训开发了 23 门必修课程， 并提
供了部分选修课程。 必修课程涵
盖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行为规
范三类内容。

在讲义编写阶段，他们多次
召开工作调度会，从赛会志愿者

的实际需求出发， 设计课程内
容，确立讲授角度。 所有课程的
讲义，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和精心
打磨。 课程规划坚持问题导向，
每门课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课程设计方面，志愿者部
坚持形式生动化、学习碎片化的
原则，设立专门的录课室，以电
视节目的制作手法，通过图文声
像并茂、实景演示等形式，力求
达到最好的培训效果。

志愿者部还协调冬奥场馆、
酒店和奥林匹克公共区等， 进行
实地拍摄，确保拍摄效果，比如协
调国家速滑馆，拍摄《冰雪运动概
述》里热身啦啦操的镜头；协调北
京市公交公司派来公交巴士，协
助拍摄残疾人上下公交车的镜
头。为了保证课程制作的高水准，
许多人在背后付出了辛劳。

为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学习特点，培训课程中的每门课
都被划分成数个 15-20 分钟的
小节， 每个小节内容都相对独
立，成为一套系统、完善的体系，
也为后续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
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在视频课件制作完成之后，
每一门课都要进行系统严格的
测试，查验题库是否按照要求配
置，考试能否正常提交，课程通
过的难度大小，考试达到分数线
后是否显示课程通过等等，事无
巨细。 此外，在志愿者培训账号
开通后，工作人员每天还要回复
志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协调
技术支持人员查询解决。

打造“最美名片”
也留下“火种”

据了解，为了将志愿者打造
成为北京冬奥会的“最美名片”，

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除了吸取
2008 年奥运会的经验，还根据我
国冰雪运动基础相对薄弱、冰雪
运动志愿服务经验相对不足的
现实， 设置了系列培训课程，涵
盖冬奥会历史、岗位技能、冰雪
运动常识、 防寒防冻知识等内
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专业志愿者是赛时重要的
服务力量，对他们进行专项培训
必不可少。 在志愿者部的统筹
下，颁奖礼仪领域志愿者进行了
为期 50 余天的封闭强化训练；
奥林匹克大家庭、国家和地区奥
委会、反兴奋剂领域的志愿者在
学校内接受了线下培训； 技术、
体育、医疗服务等业务领域志愿
者的培训结合测试活动，发挥各
场馆业务领域经理的作用，以讲
授与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媒
体运行、语言服务等业务领域志
愿者则通过在线的方式接受了
专项培训。

在 2021 年 10 月开始举行的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前后，志
愿者部对志愿者进行了赛前培
训和赛后督导，同时还面向参加

测试活动的志愿者、志愿者使用
方和志愿者服务对象分别发放
了调查问卷，开展调研，使整个
冬奥志愿者工作更加规范、任务
更加明确。

此外，冬奥志愿者培训还与
“奔向冬奥”主题活动相结合，在
京冀两地高校开展宣讲活动、冬
奥知识闯关、服务技能 PK、冰雪
项目体验等活动，吸引了很多师
生参与，在校园内引起了热烈的
反响。

在培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
一些困难，比如两地三赛区在培
训中师资力量不足、水平不均衡
的问题。 为此志愿者部邀请北
京、 河北两地高校派遣优秀教
师，于 2021 年 5 月参加了志愿礼
仪、扶残助残、应急救护三期培
训师候选人培训班。

目前，这一培训机制已为京
冀两地高校培养了 270 余名冬
奥志愿者培训师，他们成为各高
校线下培训的主要师资力量，并
将作为志愿服务的“火种”，照亮
未来的志愿者之路。

（据澎湃新闻）

在 2021 年 11 月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的“相约北京”测试赛
比赛间隙，志愿者教观众做《一起向未来》手势舞

四阶段培训指导志愿者

北京冬奥会这样打造“最美名片”

作为绿色转型的主要阵地
之一， 在当前的汽车行业中，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如火如荼。 一
汽-大众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联手开展的“汽车环保创新引领
计划”为解决汽车环保创新领域
“卡脖子”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践行责任促发展

2021 年是该项目实施的第

二年，本届引领计划聚焦汽车碳
中和战略、充电基础设施、新能
源汽车、节能汽车、智能交通与
环保、汽车污染防控六大领域。

作为汽车行业典型企业，一
汽-大众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 深度布局环境保护领域，一
方面加快推进智慧绿色工厂升
级，研发智能化、网联化新能源
产品， 完善 NEV 生态构建；同
时，一汽-大众积极推动社会公

益， 通过设立百万级引领基金，
搭建技术研究、科技创新与企业
实践的平台。

近日， 在北京中日友好环境
保护中心举行的第二届一汽-大
众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汽车环
保创新引领计划”终审答辩会上，
14个汽车环保创新科研项目获得
总计 450万元引领基金资助。

本次“汽车环保创新引领计
划” 终审会邀请了来自清华大

学、 北京理工大学、
生态环境部机动车
排放中心、交通运输
部规划研究院、北京
机动车排放中心、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中
国汽车报以及一汽-
大众研发部门的资
深专家。 在两天时间
里，终审会听取了 19
个团队对课题的答
辩汇报，经过最终审

核评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汽数据
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
污监控中心联合申报的《中国汽
车产业碳中和战略及政策研究》
获得 100 万元资助金额，吉林大
学、清华大学等三个单位申报的
课题分别获得 50 万元资助金
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
学、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 10
家团队申报的案例分别获得 20
万元资助金额。

创新引领环保升级

受疫情影响，本届终审会采
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项
目组专家对各个申报团队从研
究前沿性、行业应用前景、低碳
减排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估和
审议，并给出完善的建议及后续
改进方向。 除终审答辩以外，组
委会还专门为各个团队设置了

展台，让现场不同领域的人员更
加生动地了解研究团队的课题
内容和相关成果。

“此次终审会为各方创造了
充分的交流机会， 让团队与专
家、团队与团队之间碰撞出灵感
的火花，不仅为大家搭建了跨界
合作的平台， 充分探讨交流，分
享资源、经验与成果，也能够促
进更多创新与研发领域的合
作。 ”项目主办方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

以社会责任初心，致汽车环
保创新。 站在成立 30 周年的新
起点上，一汽-大众将与社会各
界携手， 秉持社会责任的初心，
凝聚更多来自高校、科研机构以
及社会各界的创新资源与力量，
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促人、
车、社会、环境的和谐共生，为中
国汽车行业环保科技进步创造
更多价值，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
更多力量。 （徐辉）

“汽车环保创新引领计划”为解决汽车环保创新提供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