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遗 产 报 告 集
（2022）》发布，全面梳理总结了冬
奥筹办 6 年多来取得的重要成
果。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北京冬奥会多方面筹办成果
已经转化为现实的遗产，使广大
人民群众提前受益，带动了城市
和地区发展，开创了奥林匹克运
动与举办城市和区域共赢发展
的新局面。

近日， 记者走进北京市朝阳
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延庆区，倾
听冬奥与城市的交响。

朝阳区：
倾情保障 燃情冰雪

当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绚丽焰
火照亮国家体育场， 北京奥林匹
克公园公共区消防安保团队负责
人张金滨的目光迅速由夜空追向
地面，努力寻找可能的隐患点。

151 处临时设施、 数不清的
树木绿植……在 114 万平方米
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张
金滨与 6 名消防员一道，查了一
遍又一遍。

朝阳区内坐落着国家体育
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
游泳中心“冰立方”3 座竞赛场
馆，以及国家体育场、北京颁奖
广场等 8 家非竞赛场馆。 顺畅的
交通、及时的医护、周密的安保、
真诚的笑脸……激情飞扬的赛
场之外，朝阳区用细致暖心的服
务拥抱冬奥盛会。

当最后一辆参加闭幕式的
车辆安全驶离，朱孝文盯着监视
器的眼睛已经有些发红。 作为北
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
阳交通支队副支队长，他和同事
们驻守在奥体中心西门景观大
道的现场指挥所，负责闭幕式期
间国家体育场周边的交通保障。

“我们支队的同志，全员上岗。 ”
朱孝文说，“只要安全顺畅，一切
就都值了。 ”

既有严谨细致的指挥调度，
也有无微不至的温馨服务。“冬
奥会让我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他们都特别喜欢北京，期待着下
一次重逢。 ”朝阳区冬奥翻译团
队成员郑美玉，冬奥会期间在涉
奥酒店为外国入住人员提供帮
助。 截至冬奥会闭幕，朝阳区累
计启用涉奥酒店 83 家。

“冬奥会圆满结束，但群众
参与冰雪运动的浓厚氛围将在
朝阳区延续。 ”朝阳区体育局副
局长韩红介绍，近年来，朝阳区
每年有 600 余场次冰雪活动进
社区、进公园、进校园，每年吸引
参与冰雪运动的群众超过 100
万人次。“可以预见，未来一定会
有越来越多的朝阳居民踏上雪
场、走进冰场。 ”

海淀区：
科技赋能 添彩助力

海淀区拥有首都体育馆和
五棵松体育中心两座北京冬奥
会竞赛场馆。 冬奥会期间，海淀
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利用
多种前沿技术和科技产品，支撑
赛事保障运行高效、服务便捷。

在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
中心的闭环外入口及观众入口，
设置了 19 台数字哨点设备以及
12 台服务机器人，观众通过人脸
识别、检票验码、身份证识别等任
何一种方式提供身份信息后，即
可在 1 秒钟内完成身份验证、智
能测温、健康码查询等流程。

2 月 19 日，在海淀区当代商
城，一块高 13.44 米、长 24 米的
8K 超高清户外大屏正在转播北
京冬奥会花样滑冰赛事，吸引了
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太震撼了！
比家里电视机更清楚，有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 ”现场一位观众
告诉记者。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产业
二处副处长程万慧介绍，北京冬
奥会期间，由超高清视频（北京）

制作技术协同中心自主设计、集
成建造的“5G+8K”全业务转播
车开进首都体育馆，对短道速滑
和花样滑冰赛事进行全程 8K 转
播，总转播时长超过 80 小时。

冬奥会火炬在颐和园传递期
间， 由海淀区高科技企业发射的
卫星， 实时向活动现场人员发送
祝福短信； 石墨烯制成的加热围
巾、马甲、手套等服饰，让工作人
员在寒风中感受融融暖意； 海淀
区两个竞赛场馆内构建的空间感
知网络， 可实时计算分析工作人
员安全社交距离， 助力新冠肺炎
疫情精准防控……一项项来自海
淀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新技术，
在冬奥赛场应用中广受好评。

石景山区：
提升基础 产业转型

站在北京首钢园空中廊道上
远眺，在群明湖水倒映下，首钢滑
雪大跳台美不胜收； 曾经的老厂
房改造升级为冬奥训练场馆；原
为炼铁原料区的西十筒仓， 成为
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地……冬奥
唤醒首都工业文化新价值， 首钢
老厂区从工业锈带变身冬奥新地
标和城市新景观。 到首钢滑雪大
跳台观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称赞说：“这个标志性的场馆，超
出我的想象， 是奥林匹克带动城
市更新的范例。 ”

“我们坚持办赛事就是建城市
的理念，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和产业
转型， 大力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全
时全力服务保障冬奥会筹办举
办。 ”石景山区委书记常卫说。

围绕服务保障冬奥会，石景
山区积极推动冬奥重点项目建
设。 2015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
以来，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及主运
行中心等冬奥场馆群建成投用，
冬奥配套工程如期完工，冬奥环
境景观精彩亮相，一批冬奥城市
地标建设改造投用。 冬奥会赛
时， 石景山区全面履行属地责

任，持续优化场馆运行和赛事组
织，从医疗、交通等多方面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

借势冬奥，石景山区高水平
打造以北京冬奥组委区域为中
心的“一园、一路、一社区”（北京
冬季奥林匹克公园、阜石路冬奥
景观大道、广宁街道高井路冬奥
社区）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体系。
去年 10 月， 占地 1142 公顷的北
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开门迎客，
形成了城景渗透、 亲民共享、冬
奥元素突出的城市滨水开放空
间。 家住附近的市民王慧高兴地
说：“我们有了游玩好去处。 ”

自北京冬奥会筹办以来，石
景山区引进社会投资，持续加大
冰雪场地设施供给， 现已形成

“十冰六雪”的场地设施布局。 此
外，石景山还借助先进技术在社
区、学校、体育场馆等建设季节
性冰雪休闲场地和可移动装配
冰场，满足不同人群的冰雪运动
需求。 近 3 年来，石景山区已累
计接待约 49 万人次上冰雪。

延庆区：
保护生态 绿色发展

绵延的小海陀山上，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如飞燕展翅，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如游龙盘旋，它们分
别被赋予极具中国风的名字“雪
飞燕”和“雪游龙”，生动诠释了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山林场
馆、生态冬奥”的设计理念。

场馆建设坚持以“避让”为
第一原则，尽量就地保护原生树
木；山地新闻中心采用建筑光伏
一体化技术，引领绿色节能新潮

流……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个赛
区之一，延庆区走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的路子，努力交出服务保
障冬奥会、推动区域转型发展两
份优异答卷。

在延庆区张山营镇的后黑
龙庙村，原本在北京城区做生意
的张海超，得知家乡张山营镇将
规划打造“冬奥冰雪休闲小镇”，
于 2016 年返乡创业，创办的一家
民宿广受游客欢迎。“如果没有
北京冬奥会，民宿市场不会这么
火爆。 ”张海超感慨。

“500 多个民宿院落，1000 余
家星级民宿户有序经营，‘冰雪+
旅游’ 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发
展。 ”延庆区区长于波 1 月 13 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

曾经，提起延庆，“远”是很
多北京城区居民的第一感受。 得
益于北京冬奥会筹办， 京礼高
速、京张高铁延庆支线等建成通
车，加上市郊铁路 S2 线，拉近了
延庆与北京城区的距离。 如今，
冰天雪地正给延庆区带来金山
银山。 据统计，今年春节假期延
庆共接待游客 46.7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7200 多万元。

改变的不只是交通， 延庆区
聚焦绿色发展， 加快创新型产业
建设步伐。围绕气象监测、应急救
援等冬奥服务保障及城市运行需
要， 延庆区将无人机作为重点培
育产业之一，盘活 1.1万平方米闲
置厂房， 着力发展无人机全产业
链。助力构建冬奥低碳交通体系，
延庆区建设氢能产业园， 探索绿
色氢能的示范应用， 促进氢能产
业发展。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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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盛会 促发展 向未来
“新时代的中国，申办、筹办、举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

奥运盛会。
冬奥让城市更美好，城市让冬奥更精彩。 当悠久辉煌的东方文明与奥林匹克再度牵手，当‘一起向

未来’的歌声响彻赛场内外、传遍五洲四海，人们看到，在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与城市紧紧牵
手，一起向未来。

高级赛道上的一名滑雪爱好者（图片来源：网络）

鸟瞰延庆冬奥赛区（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