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4 月 8 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 志愿者代表、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袁玮婷在
会上发言（图片来源：新华社）

”

11
２０22．4.12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新闻NEWS

4 月 6 日， 随着最后一批北
京冬残奥会志愿者解除健康监
测离开崇礼， 在张家口赛区，为
期两个多月的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志愿者心理保障服务工
作也告一段落。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志愿服务工作，是对志愿者心理
素质和意志品质的一次考验。 ”
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侯贵松表
示，团河北省委高度重视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志
愿者的心理关爱工作。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
间， 团河北省委充分发挥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心理咨询的专业优
势，提供了多样化、多渠道、全覆
盖的心理保障服务， 全力守护冬
奥会志愿者的“心灵晴空”。

在志愿者驻地成立的临时
团支部，设置了心理委员，搭建
了与志愿者沟通联系的桥梁；推
出了“12355 阳光心语”“心理微
课”“心灵加油站”线上三种大礼
包，帮助志愿者构建积极健康的
心态； 河北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
还选拔了四位心理专家分别入
驻冬奥会、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

志愿者驻地，为志愿者提供心理
保障服务……

在侯贵松看来，这样的心理
关爱不仅为志愿者工作贡献了
专业力量，也为今后大型赛事志
愿者心理服务工作提供了经验
参考。

去年 10 月， 团河北省委启
动冬奥志愿者心理咨询师招募
工作，吸引全省 300 余名心理咨
询师的踊跃报名。 团河北省委结
合实际情况， 组建起了“4+58+
249” 张家口赛区志愿者全方位
心理保障服务队伍，派驻 4 名心
理咨询师进入志愿者驻地进行
服务， 协调 58 名心理咨询师加
入 29 所高校志愿者工作群中，
深入到志愿者当中开展心理服
务；统筹各市组建了由 249 名心
理专家构成的场外服务团队，通
过热线、 微信小程序 24 小时轮
值为志愿者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在冬奥会系列测试赛期间，
四名心理咨询师进入志愿者驻
地，提前适应环境，积累工作经
验，结合现实情况，逐渐探索出
了多种适宜驻地工作的方式方
法。 作为心理咨询师之一的魏萍

告诉记者，“咨询的时候，志愿者
佩戴耳机， 通过文字反映问题，
咨询师通过语音回答，既保证了
心理咨询的私密性，又满足了志
愿者的咨询需求”。

结合测试赛期间心理服务
工作开展的情况，团河北省委多
次组织心理专家进行研讨交流，
就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存在的问
题、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进行了
沟通研究。 心理咨询师禹宇在研
讨期间提出， 线上讲座互动较
少，不能满足志愿者的个性化需
求，建议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应以
线下小团辅为主，充分挖掘志愿
者的个性需求。

2022 年 1 月，团河北省委专
门研究制订了《关于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
志愿者心理健康辅导工作方
案》， 明确了心理工作的方式和
重点，也让志愿者心理关怀工作
更规范、系统、有针对性。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冬奥会
与冬残奥会转换期间，为全面保
障张家口赛区第一批志愿者安
全隔离与移出，团河北省委工作
人员、驻地管理人员与志愿者在

心理上都经受了考验，这期间咨
询工作的重点为应急干预处理。

专家介绍，应急干预不同于
正式的专业咨询。 咨询师要针对
当事人突发的身心应激反应，配
合相关部门给予当事人必要的
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评估他们
的诉求，区分一般问题和病理问
题，如需要进一步专业支持就转
介到更专业的地方。

禹宇告诉记者，“心理问题
具有滞后性，以往在学习生活中
潜藏的心理问题会在当下的压
力下暴露出来”。

相较网络干预，驻地咨询师
有更大发挥余地。 在文创商街咨
询点，禹宇共接到过七例应急求
助个案、 四起应急求助团体辅
导；南山里咨询点的心理咨询师
刘洪霞接到一起应急求助团体
辅导，涉及多所院校，经过有效
干预后得到妥善处理。

北京冬残奥会期间，四名一
线心理咨询师再次进驻张家口
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冬季两项中
心等场馆，为志愿者提供心理减
压服务。

根据志愿者驻地实施“一地

一策”的工作机制，云顶滑雪公
园的志愿者开展了“用身感残，
用心助残” 为主题系列辅导，让
志愿者通过亲身实践和体验，真
切感受到特殊人群的困难；在冬
季两项中心，他们进行了团队管
理金字塔活动，通过模拟团队运
行的模式和过程，教授志愿者面
对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如何做
好团队成员的协调配合。

离别之际， 回首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的难忘经历，张家
口赛区的志愿者纷纷给心理咨
询师留言：“在做冬奥志愿者期
间， 很幸运有心理老师的陪伴，
我积极而快乐，那些志愿服务工
作让我获得了充实感和满足感”

“在心理老师的帮助下，曾经‘社
恐’ 的我重新审视自己，‘社恐’
的标签也在数次咨询后不知不
觉消失了”……

据统计，从 1 月 19 日入驻张
家口赛区以来， 团河北省委心理
咨询服务团队共为各志愿者驻地
开展团体心理辅导 87 次、个体心
理辅导 148 件次， 帮助志愿者构
建起了积极健康、 阳光向上的良
好心态。 （据《中国青年报》）

张家口赛区最后一批志愿者解除健康监测

河北团组织守护冬奥志愿者“心灵晴空”

代表 1.8万名冬奥志愿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

河北学子袁玮婷：
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形象

河北师范大学冬奥志愿服
务团队获得了“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 荣誉称
号，“00 后”袁玮婷是张家口颁奖
广场的一名礼仪志愿者。“发言
的时候还是有点小紧张的，但更
多的是激动与喜悦。 ”袁玮婷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自己第
一次走进从小就特别景仰的人
民大会堂，而且距离习近平总书
记那么近。

“发言后现场聆听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更激动了，也感到了
所肩负的弘扬志愿精神的责
任。 ”袁玮婷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
间，袁玮婷一直在张家口颁奖广
场进行礼仪志愿服务工作。 引导
运动员、 嘉宾进入颁奖位置，或
手托承载着奖牌、鲜花或吉祥物
的托盘……这些看似简单的志
愿服务工作背后，却是鲜为人知
的精细准备。

正如袁玮婷在发言时所说，
“夜间、室外、低温”“聚光灯下、
零失误”这些关键词，给张家口
颁奖广场礼仪志愿者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 为此，袁玮婷她们每

天都要进行至少 8 小时的训
练———上午，用四公斤沙袋练习
负重托盘；下午，在零下 20 多摄
氏度的室外，穿 8 厘米高的高跟
鞋练习走姿。

“刮风下雪的时候训练最难
受， 偏偏崇礼这样的天气还很
多。 ”袁玮婷说，由于颁奖广场近
处没有可以躲风的地方，她们总
在训练间隙紧靠旁边的大屏幕，
用屏幕上微弱的热量取暖。 最难
的是下雪之后，穿高跟鞋特别容
易滑倒。

有一次，一名礼仪志愿者在
演练中不慎滑倒，瞬间跌坐在地
上后的第一反应是高高举起托
盘。 袁玮婷说，“当工作人员过来
扶她，她的第一句话是‘托盘没
事’， 这说明她当时心里想的全
是工作。 我们每一个礼仪志愿者
训练时都是这样全身心忘我地
投入。 ”

吃到足够的苦，才能收获足
够的甜。 正是凭着无数次追求完
美的演练，才有了 93 场仪式、402
枚奖牌颁发全程零失误的成果。
袁玮婷激动地说，“回想起来很
骄傲，因为我们自始至终没有一

丝懈怠，因为我们代表的是中国
形象，肩负的是国家责任！ ”

作为张家口颁奖广场志愿
服务主责高校，河北师范大学冬
奥志愿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
谨的态度，圆满完成张家口颁奖
广场、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越野
滑雪中心、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等五
个场馆 19 个业务领域 62 个岗
位的志愿服务工作，累计服务时
长 7.4 万小时， 得到各场馆的充
分认可。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
间，该校共派出 283 名师生冬奥
志愿者、85 名演职人员、3 名教
师工作人员、7 名裁判、19 位场
地转换师生工作人员， 共计 397
人直接服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

4 月 8 日上午， 河北师范大
学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组
织一万多名师生通过网络直播
观看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
结表彰大会。

该校家政学院学生曹宇彤
曾担任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赛会
志愿者。 他表示，当袁玮婷同学

作为志愿者代表发言时，自己也
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将以
此为激励，坚定信念、奋发搏击，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与伟大祖
国同心同行，一起向未来！ ”

张家口颁奖广场志愿者经
理、河北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

学学院团委书记张元表示，他们
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接续奋斗，带动
更多学生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更
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把
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

（据《河北日报》）

在4月 8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学生袁玮婷代表 1.8万名冬奥志愿者进行了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