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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冬奥

几天前的元旦假期，崇礼各大雪
场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
好者穿梭山间雪道，成为一道靓丽风
景线。然而在过去，崇礼“一矿独
大”，矿才是山间的风景。

筹办冬奥会期间，崇礼贯彻新发
展理念，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冰
雪旅游、体育休闲等产业蓬勃兴起，
崇礼也从昔日的贫困县发展为当今
的“雪都”。

“冬奥会申办成功前，崇礼只有
4家滑雪场，如今已发展到7家，其中
4家位列全国十强。”崇礼区体育局

局长田永军说。近日，崇礼还入选了
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在大众滑雪运动蓬勃开展的同
时，国内外滑雪赛事也对崇礼青睐有
加。田永军说，上个雪季，他们举办
了100多项活动，包括世界杯、世锦
赛、远东杯等国际国内高端赛事。

在辐射带动下，张家口构建了以
冰雪装备研发制造、冰雪体育运动、
冰雪文化旅游等在内的冰雪产业全
链条发展体系。张家口市商务局副
局长王铁军介绍，张家口建成了两个
规模较大的冰雪装备研发制造集聚

区，吸引了法国MND、意大利天冰、
美国M3等知名冰雪装备企业，集冰
雪装备研发、设计、制造、检测于一体
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初具规模。

与此同时，张家口还积极推进大
数据、可再生能源、新型装备制造业
等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
之路。在大数据产业方面，全市现已
投入运营或部分投入运营数据中心
12个，在建数据中心项目7个，投运
服务器100万台，成为国内大数据产
业发展速度最快地区之一。

（新华社石家庄1月9日电）

产业 | 结构“黑”转“绿”发展走上新道路

白色“雪国”的绿色实践
——河北倾力为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

冬奥会脚步越来越近，“雪国”崇礼为世界贡献一个绿
色奥运的梦想正在成真：赛事核心区森林覆盖率达80%、
“绿电”点亮奥运场馆、655辆氢燃料车提供保障、黑色矿
产经济转身银色冰雪产业……

践行绿色办奥，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近七年间，河北孜孜以求。

雪花飘落的日子，河北张家口市
崇礼区霍素太村常是一片银装素
裹。村外树林穿上冬装，美不胜收。
每每遇到这样的景致，护林员刘廷波
就会驻足观赏一会儿。

在当地政府引导下，2018年，霍
素太村承担了4200亩政府购买服
务的造林项目，这是崇礼冬奥绿化
工程之一。参与植树的村民每年保
质保量植树，后期还要进行维护确
保成活率。

“过去村外有的地方光秃秃的，
刮大风会起沙子，随着冬奥绿化，树

多了，环境也好了。”刘廷波说。
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自然植

被差，崇礼大面积裸露土地成为沙
源地，每到春季沙尘漫天。70年代
起，崇礼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首
都周边绿化、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
家级重点绿化工程，以改变脆弱的
生态环境。

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崇礼植树
造林力度空前。全区累计投资约
34.8亿元，完成各类营造林工程面积
109.23万亩。其中赛事核心区实施
造林绿化面积3.08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80%以上。
植树规模史无前例，保护意识也

前所未有。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
和基础设施经理陈国徽说：“2019
年，为了保护13棵树，赛道设计方案
一变再变，甚至因为一棵大树把赛道
做了转弯设计。”

如今，冬奥核心区直径99米的
环岛上，樟子松、白桦、蒙古栎错落
有致。赛道旁，挺立的云杉、樟子
松、白桦树等在白雪映衬下分外妖
娆。郁郁葱葱的景致，只等冬奥盛
会“入画”。

生态 | 曾经“沙源地”如今“树成林”

2017年，入职当地供电公司第
二年的崇礼小伙张龙第一次接触奥
运工程，参与高铁规划区域内电力迁
改施工。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坝上
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点亮了冬奥
场馆。

“坝上地区具有优质风能和太阳
能，是国家规划的9个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之一。在拥有多项世界第一
的张北柔性直流工程投运后，奥运史
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
盖。”国网冀北电力副总工程师兼冬
奥办主任康健民说。到冬残奥会结

束时，崇礼冬奥会场馆预计消耗“绿
电”约4亿千瓦时，预计减少标煤燃
烧12.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

冬奥会期间，滑雪场造雪和生态
保护都需要大量水源。古杨树场馆
群山地运行场地经理魏庆华说，他们
专门修建了一个20万吨的蓄水池，
用于存储雨水和地表径流，同时，还
选用先进技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水
雪转化比为1∶1.7。

诸多措施大大减少了地下水开
采。“目前，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用于
人工造雪的非传统水源用水量占造

雪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50%，用
于冲厕的非传统水源用水量占冲厕
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80%，水资
源管控水平国际领先。”张家口奥体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
理孙小溪说。

另外，张家口赛区还将投入655
辆氢能燃料车，为赛事提供交通及物
流保障，每辆车运行一万公里可减排
二氧化碳11.8吨左右。冬奥会测试
赛期间，氢能大巴车在零下20多摄
氏度的条件下平稳运行，稳定性与安
全性经过了考验。

能源 |“绿电”点亮场馆 氢能车保障出行

新华社旧金山1月
8日电 中国选手谷爱凌
8日在国际雪联自由式
滑雪世界杯美国猛犸山
站夺得U型场地项目
冠军，同时以本赛季世
界杯U型场地项目四
站全胜的成绩，获得了
象征该项目赛季总冠
军的水晶球。

这也是谷爱凌在
运动生涯中首次捧起
国际雪联水晶球奖项。

谷爱凌在8日的
比赛中获得了97.50
的高分，国际雪联在官方社交媒体
账号上将她当日的表现称为“近乎
完美”。

在第一趟滑行中谷爱凌就斩
获了94.75分，尽管这一分数已足
以夺冠，但在第二趟滑行中她进一
步提升了自己的动作质量，使分数
达到惊人的97.50分。

“惊喜本赛季U型池全胜！喜
获赛季首个水晶球！为今天成功
完成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套U型池
比赛动作感到兴奋和骄傲！”赛后，

谷爱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在猛犸山站获得U型场地项

目女子亚军的是爱沙尼亚人西尔
达鲁，这名与谷爱凌在U型场地和
坡面障碍技巧上进行着激烈竞争
的年轻运动员得到了92.50分。铜
牌则被美国人西格妮以87.75分收
入囊中。

另两名中国选手李方慧和张
可欣均进入决赛，其中李方慧凭借
86.25分排名第五。张可欣在第一
滑中失误，但在第二滑拿下了
84.00分，位列第七。

新华社华盛顿1月8日电 在8
日结束的国际雪联单板滑雪U型场
地世界杯美国猛犸山站比赛中，中
国选手蔡雪桐凭借决赛第二轮的表
现拿到该站世界杯的亚军，队友邱
冷获得第八名。

在该站比赛预赛中，蔡雪桐以
86.80分位列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中
她第一轮发挥不佳，仅拿下 18.40
分，不过第二轮她滑出86.80分的成
绩，最终位列第二。这也是她继世
界杯美国铜山站比赛夺冠后再度登
上领奖台。

另一位中国选手邱冷排名第七
进入决赛，决赛中凭借第一轮的表
现排名第八。此次决赛十名选手中
有六名日本选手，资格赛排名第二

的富田世奈滑出89.40分夺得该站
比赛冠军与个人首个世界杯冠军，
她的队友富田塞纳以84.60分位列
第三。

2022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型场地世界杯共将举办三站，两
站过后的积分，蔡雪桐、富田塞纳
与富田世奈分别排名前三。第三
站比赛将于 1月 13日起在瑞士拉
克斯举行。

蔡雪桐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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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门源6.9级地震
致9人受伤

新华社西宁1月9日电（记者周盛盛 赵玉
和）记者1月9日下午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发
布会了解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
治县6.9级地震发生后，因灾受伤人数升至9人，
均为避险不当所致。截至目前，8人已出院，1人
留院观察，无人员死亡。

据不完全统计，青海省各部门和相关地区共
出动5000余人、车辆1100余台，参与震后抢险救
援。截至1月9日0时，海北州共排查168368人、
房屋28537间、畜棚1601座；排查评估城镇房屋
建筑121栋，建筑面积38.8万平方米；排查学校
179所、医疗机构212所、社会服务机构35个；排
查矿山等工矿商贸企业157家。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政治部主任李军介绍，
本次地震共导致海北州5831人受灾，紧急转移
分散安置16户 65人（其中皇城乡12户 45人，
阴田乡4户20人）；严重损坏房屋217间，一般
损坏房屋3835间；畜棚倒塌6座、一般损坏145
座；供排水管网损坏 15 千米，供热管网损坏
3.96 千米，省道损坏3.3 千米，乡村道路损坏8
千米，桥梁损坏3座，涵洞损坏17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成灾1处，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均不
同程度受损。

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应急救援
保障工作有序实施，灾情核查全面深入，灾区群众
妥善安置，水电暖气供给正常，生活保障物品供应
充足，市场秩序平稳有序，社会治安稳定良好。

茫茫草原，白云悠悠，一抹“红”缓缓行进在泛
黄的草场上，格外醒目。

9日一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
族自治县皇城蒙古族乡马营村，穿着印有“党员先
锋队”字样的红马甲，马营村党支部书记万玛才让
来到村民差毛家排查住房安全隐患。

提起地震，差毛一家心有余悸，“地震发生的
时候，房子的木梁一直在摇，响声很大。”差毛说，
家里养着200只羊、30头牛，虽然地震给家里造
成了一些损失，但目前牲畜能正常饲养，没有受到
太大影响。

8日凌晨1时45分，门源县发生6.9级地震。
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皇城蒙古族乡是距离震
中最近的乡镇，这里居住着近2000名牧民群众。

“大家再仔细检查一下房子，看哪里还有裂缝
和隐患。”万玛才让一边说着，一边将差毛家房屋
的情况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你们的生活还有什
么困难要及时告诉我，党和政府一定尽全力解
决。大家团结一心，相信灾难很快就会过去。”

在差毛家外面，国家电网青海电力公司门源
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李文科穿戴好脚
扣，迅速地爬上了电线杆，仔细检查配电箱里导线
连接情况。“对抗震救灾的工作人员和群众来说，
照明、取暖都要电，电路可不能出一点问题。”李文
科告诉记者。

9日中午时分，阳光均匀地洒在草场上，循着
远处的炊烟，记者来到马营村牧民甫沙保家。他
们一家5口人在围着火炉吃饭，炉火烧得正旺，奶
茶香味阵阵。屋外的草场上，他家的300多只羊
正低头进食，静谧的草原美景容易让人忘却一天
前这里刚发生过地震。

“地震把家里的房子震裂了，不敢回去住，幸
好政府给我们送来了帐篷，要不我们昨晚就挨冻
了。”甫沙保说，因地震后家中房屋出现裂缝，当地
党委、政府8日为他们家搭建了临时救灾帐篷，还
送来了电褥子、煤炭等保暖物资。

坐在温暖的帐篷里，甫沙保的儿子索南多杰
正吸溜吸溜地吃着面条，不时地和一旁的父亲说
起学校的趣事。在门源县职业技术学校上学的
他，地震前两天刚放寒假回家。“地震时摇晃得
很厉害，心里挺慌乱的，但和家人在一起也就不
害怕了。”

“馍馍好了，快吃饭。”在皇城乡西滩村，刚往
炉子里添完牛粪的多杰才仁洗了洗手，招呼10岁
的儿子吃饭。饭桌上，摆放着一碗黄澄澄的馍馍
和一盘冒着热气的炒菜，羊肉、土豆、白菜、粉条一
应俱全。

“丈夫一大早就和村干部去村民家排查隐患
了。中午就我和儿子两个人，简单烧个菜就行。”
多杰才仁给儿子夹了一块羊肉说，“晚上等丈夫回
来，我们再包饺子吃，也让他吃顿热乎饭。”

天色渐暗，草场上亮起点点灯光，牧民驱赶着
牛羊回到圈中，袅袅炊烟从房屋、帐篷中升起，而
这些穿着“红马甲”的工作者仍奔赴在震区一线，
留下最亮丽的一抹“红”。

（新华社西宁1月9日电 记者李宁 李琳海
柳泽兴）

一抹“红”守望震区
牧民家炊烟再起
——青海省门源县皇城蒙古族乡震
后见闻

1月8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
自治县皇城蒙古族乡马营村，海北州消防救援支
队队员在入户排查。 新华社发

中国选手蔡雪桐（左一）在领奖台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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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滑雪场景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