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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
微火虽微 薪火相传
———访“鸟巢”志愿者业务领域志愿者

远离绚烂的幕后

5 点 30 分起床， 立春的早
晨，寒风依旧凛冽。 到达场馆后，
邹学成和杨程怡立刻进入工作
状态。

作为疫情防控组组长，邹学
成一直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监督
大家戴口罩，并不断向志愿者们
强调场馆的疫情防控政策。 杨程
怡则在综合协调组安排志愿者
之家的值班、分发物资等事宜。

身在“鸟巢”，却只能在工作
间隙通过屋内的电视收看直播，
对此，邹学成和杨程怡仍感到十

分幸福和满足。
“看到中国队入场的时候

是最激动的， 志愿者之家里的
同学也都非常激动， 我们一起
唱着《歌唱祖国》，迎接中国队
从五环下走进舞台！ ”邹学成回
忆道。

“在现场看直播有很强的参
与感，和在家看是截然不同的感
受。 ”当年幼的小号手吹响嘹亮
的《我和我的祖国》时，杨程怡瞬
间潸然泪下。

她告诉记者，回学校已是次
日凌晨 1 点 30 分了， 近 20 个小
时的高强度工作使同学们筋疲
力尽，但坐上返校的大巴，所有

人还是难以掩盖心中的激动，齐
声高唱《一起向未来》庆祝开幕
式任务的圆满完成。

“08 奥运”不只是记忆

当记者问他们报名参加北
京冬奥会志愿者的初衷时，二人
不约而同地谈到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对自己的深远影响。

2008 年，邹学成在山东家中
收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也就
是在那一天，奥运的种子在他心
中悄然发芽，伴随他一路成长。

“2008 年奥运会，我最深刻
的印象就是开幕式那天晚上，

看着一个个大脚印从天安门迈
向了鸟巢， 今天我又在鸟巢做
一名志愿者， 其实是圆了我多
年的一个梦。 好像从那个时候
开始，14 年的时间，我也一步一
个脚印从山东走到了鸟巢。 ”邹
学成感慨道。

参与一届奥运盛会曾是杨
程怡自认为“很不切实际的想
法”，直到考上研究生，她才恍然
意识到，小时候的奥运梦就快实
现了。

“我算了一下，北京冬奥会
正好是在我研二的时候，正好能
赶上。 之前那么遥远的事就在我
眼前，我一定要抓住机会，一定
不能让自己留下遗憾，所以第一
时间报了名。 ”杨程怡的眼神和
语气中充满坚定和喜悦。

微火虽微 薪火相传

当看到百年奥运史上“前所
未有”的点火方式时：最后一棒
火炬的火苗代替了熊熊燃烧的
火焰，那一簇“微火”也让每个人
产生了内心深处的共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邹
学成对主火炬的理解。“虽然每

位志愿者的工作只是开幕式中
很微小的一部分， 但 1803 名志
愿者的周到服务就是鸟巢最温
暖的光！ ”

“2008 年奥运会，志愿者的
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2022
年，北京成为首个‘双奥之城’，
志愿者热情、周到的服务必将再
次成为北京和中国青年最好的
名片。 ”

通过这次难忘的志愿服务，
杨程怡越发感到集体的力量是
无穷的， 只有各方团结协作，才
能呈现一届精彩的奥运盛会。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每
个人都如一簇小小火苗，微火虽
小，但当由‘我’变成‘我们’时，
就会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

“未来如果有机会，我想去
西部地区做志愿服务，带动身边
更多朋友加入志愿者大家庭！ ”
杨程怡说。

20 日北京冬奥会闭幕时，像
邹学成、杨程怡一样坚守岗位的
志愿者们注定要再次错过“鸟
巢”绚烂的焰火，但他们心中的
志愿之火不仅不会熄灭，还将传
递给更多人。

（据新华网）

交通是冬奥会志愿者后勤
保障的重要一环。 随着冬奥会正
赛开始，北京市延庆区驻地酒店
志愿者需要频繁从驻地往返延
庆赛区各个场馆（设施）。

每天需要多少部车保障千
余名志愿者出行？ 冬奥会恰逢春
节， 驻地又紧邻龙庆峡景区，车
流量大，如何确保志愿者能顺利
往返驻地和场馆？ 记者获悉，截
至目前 ， 延庆赛区的 1900 余名
赛会志愿者已全部入驻志愿者
驻地北京快乐假日大酒店。 为了
确保志愿者准时到达场馆，北京
团市委延庆赛区志愿者驻地住
宿服务保障专班已建立安保、交
通全联动机制，确保志愿者登车
“无障碍”。

增临时信号灯
合理设计路线

北京市交通委延庆公路分
局副局长李林英介绍， 此前，车
辆进出主要通过北京快乐假日
大酒店正门，车辆进入酒店接人
后需要大掉头出酒店，无法满足
多车次班车进出需求。 为此，公
路分局专门在酒店东侧新增一
个路口， 车辆从酒店正门进入
后，可以从侧门通过新增路口出
去，避免进出车辆交织。

从 1 月 22 日志愿者陆续入
住开始，延庆公安分局交通支队
在酒店正门路口设置临时红绿
灯，平时闪烁黄灯提醒车辆减速

慢行。 延庆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副
支队长韩占军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不少游客前往龙庆峡景区、石
京龙滑雪场游玩，会途经志愿者
驻地。 为此，交通支队加大警力
配置， 采取远端交通分流的方
式，确保涉奥车辆能顺利进入旧
小路，最大限度保障驻地酒店和
场馆间路面交通顺畅。

300 余部车辆
保障志愿者出行

“在冬奥会开幕式前，志愿者
主要是集中出行， 出行时间段集
中在早晨 7点和 8 点， 车辆较为
容易调度。而在赛时阶段，场馆随
时需要负责不同领域的志愿者前
往， 分散乘车需要协调更多的车
辆和车次安排。 ”延庆交通局副局
长李民伟告诉记者。 为了保障志
愿者出行， 延庆交通局协调北京
公交集团、 属地交通公司和出租
车企业派出 10 部考斯特车辆和
10 部出租车，总计派出 300 余部
车辆满足志愿者集中出行和分散
出行的需求， 确保志愿者能及时
赶赴场馆完成任务。

凌晨安检
送志愿者登车

据统计，延庆赛区共有志愿
者 1900 多名， 其中 1700 多名志
愿者住宿在志愿者驻地———快
乐假日大酒店。 千余志愿者每天

须集体乘车前往服务的场所（设
施）， 结束工作后再集体乘车返
回住所。

目前，驻店保障小组与延庆
公安分局执勤民警共同配合这
项工作。 延庆公安分局张山营派
出所副队长、驻店小组安全保卫
组组长杜畅介绍，按照目前的工
作要求，志愿者在登车前须核验
身份信息、核酸检测情况，并进
行安检，安检结束后，再由交通
保障组人员引导志愿者上车。

因志愿者服务的场馆（设
施）安排不同，志愿者需要在不
同时间段上车，安全保卫组和交
通保障组打好“配合仗”，做好登
车前的安检工作。

在驻地，记者看到，志愿者

在机器上扫描证件上的二维码
后，机器可核验其身份信息和核
酸检验情况，通过安检的志愿者
去指定上车点登车。 这项工作一
般从每天凌晨 5 点开始，7 点左
右，志愿者登车人数逐步达到高
峰，10 点后人数才逐渐减少。

驻店保障小组安全保卫组
负责环外安保工作的民警隋礼
春介绍，他负责指导第三方安检
公司工作。 此前，因机器出现故
障，一名志愿者扫码后，无法获
得核酸检验信息，他负责确定志
愿者身份，并协调医疗防疫组核
实其核酸检验情况， 核实无误
后，安排安检放行登车。

驻店保障小组交通保障组
组长王键介绍，目前，交通保障

组每天需要安排 50 多车次，运
送 1000 多人到达不同的场馆。
为了尽可能避免人员、 车辆交
织， 驻店保障小组加强与专班、
酒店、车企、志愿者团队联系，合
理规划公交点位、站牌及车辆运
行流线，保证车辆运行流畅。

“为了避免志愿者上错车，
我们在环内和环外的不同区域
设置了登车站牌，标注了车次以
及前往的各个场馆名称。 同时，
志愿者全部登车后，会进行二次
核实。 ”王键说。

人防物防技防
同步“在线”

此外，记者了解到，驻店保
障小组安全保卫组除了进行志
愿者身份核验和交通引导外，还
需要随时对可能出现的各类突
发情况进行监管。

因志愿者服务场馆和设施
分为低风险区和高风险区，驻地
酒店相应地分为环内和环外两
大区域。

驻店保障小组安全保卫组
组长杜畅介绍，驻地酒店已实现
24 小时闭环线巡逻看控，重点加
强酒店大门及西南门的值守力
量。 除了人防，物防、技防也同步
“在线”。 目前，闭环线围栏布置
无死角，出入口大门、场院区已
实现监控探头、 红外线全覆盖，
运转正常。

（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延庆多方联动确保志愿者无障碍通勤

立春之夜，绚烂的烟花照亮夜空，北京冬奥会如约而至。 当观众的欢呼声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内此起彼伏地回荡时，志愿者们却一直留守在各

自岗位上，直至散场。
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邹学成和杨程怡是国家体育场志愿者业务领域志愿

者，这个岗位很特殊，也被称为‘志愿者的志愿者’，负责志愿者培训考核、疫情防
控、宣传策划等工作。 开幕式当天，他们全程位于‘鸟巢’的志愿者之家，为坚守岗
位的志愿者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