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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奥运华章
铸就中国梦想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空中俯
瞰，国家速滑馆这一拔地而起的新地
标流光溢彩、引人瞩目，22条“丝带”盈
盈欲舞，宛若冰面上刻下的晶莹轨迹。

如今，冬奥的脚步愈来愈近，这座
北京冬奥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作
为“双奥之城”携手张家口共襄盛会的
历史见证，即将记录下新时代逐梦奥
运的崭新篇章。

奥运逐梦，历经百年风雨。中国
人民向奥运迈进的足迹，与中华民族
迈向复兴的历程相伴而行。

透过历史的烽烟，时间拨回到20
世纪初。

1908 年，著名的“奥运三问”被
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
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
运会？

中国何时能办一届奥运会？
声声追问，饱含国人期盼。然

而，“东亚病夫”的蔑称、担架抬着鸭
蛋的漫画嘲讽，无不刺痛每一个中国
人的心。

“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
音”。90年前的夏天，当短跑运动员刘
长春代表中国第一次登上奥运舞台，
前来送行的人们写下期待，等来的却
只是孤独和遗憾。

从远渡洛杉矶“一个人参赛”的无
奈，到中国代表团参加1936年奥运会
靠“卖艺”赚取参赛路费的艰辛……对
内忧外患的旧中国而言，奥运梦想是
如此遥不可及。

直到这一刻，历经苦难的中国
人民，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曙
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
东主席用激昂的语调发出庄严宣告，
震天的欢呼响彻天安门广场。

伴随这声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从此将“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
平洋，中国体育健儿开始以崭新面貌
登上奥运赛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的中国，在奥运领域的
突破接踵而至。

夏奥赛场，从洛杉矶奥运会射落
奥运首金，到雅典之行中国代表团高
居奥运金牌榜第二；冬奥舞台，从叶乔
波为中国摘得冬奥第一枚奖牌，到杨
扬在盐湖城首度折桂……

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路叠加于改革
开放历史进程，奥运健儿们以一个个
振奋人心的佳绩，展现出社会主义中
国的勃勃生机，投射出中华民族奋力
进取的身影。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夜幕下，29个焰火“脚印”闪耀苍
穹，掠过民族兴衰的历史光影，在国家
体育场上空化为星光熠熠的奥运五
环，点燃了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百年
梦想。

恢宏壮观的开闭幕式，跌宕起伏
的赛事进程，盛况空前的广泛参与，奥
运会梦幻般开在“家门口”，令昔日的

“奥运三问”得到圆满回答。
这是一个梦想的实现，更是一段

新征程的开启。冬梦飞扬，追梦脚步
从未停歇。

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
旋律犹在耳畔，2015年7月31日，一个
喜讯再次传来。

“北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话
音甫落，会场沸腾了，中国沸腾了！这
将是中国人民第一次拥抱奥林匹克冰

雪火种。
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历史
坐标上点燃冰雪运动火炬的意义，绝
不限于赛会本身。

“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
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
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
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点明其历
史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
革发展，助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推动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以冬奥会为契机，让更多人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来，发展群众体育实现
全民健康，与奥林匹克精神不谋而合，
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题中之义。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北
京冬奥会将凝聚更强大的民族自信，
见证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

奥运梦交汇中国梦。冬奥竞技舞
台上，中国健儿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怀、
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扬我国威的民
族自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动力。

1908-2008，从“奥运三问”拉开
追梦序幕，到北京奥运会百年梦圆；

1922-2022，从顾拜旦在国际奥
委会巴黎会议上力主举办冬奥会至
今，又一个百年之约如期而至。

北京冬奥会，新的传奇即将上演。

筹办成效卓著
彰显中国力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天安门广
场上，以巨型中国结为主景的“精彩冬
奥”主题花坛在夜空中熠熠生辉，游人
纷纷驻足欣赏。

3处标志性景观、10个主题花坛，
一处处融合着“国际范儿”和“中国风”
的冬奥城市景观亮相首都，喜迎盛会
启幕。

从城市景观完成布置，到场馆建
设按时完工；从赛事筹备蹄疾步稳，到
疫情防控井然有序。数十个领域分头
推进，3000多项重点任务倒排工期，自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历时6年多
筹办，各项工作已经就绪。

回首筹办历程，在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已化作一幅幅美
丽生动的冰雪画卷，两地三赛区努力
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
答卷，折射出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性成
就与历史性变革。

体育的价值映射在北京冬奥会筹
办进程中，为建设体育强国增添强劲
动力。

北京冬奥会开赛在即，比赛备战
的冲刺号角清晰可闻。

曾经，109个冬奥小项中，三分之
一在我国尚是空白。在“扩面、固点、
精兵、冲刺”的备赛方略指导下，实现
全项目开展、全项目建队、全项目训
练，就在短短几年间。

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国家有
关部门印发了《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
《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
等文件，让“冷冰雪”变身“热运动”。

“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补
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
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强雪
弱’的问题，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正一
步步变为现实。

绿色冬奥，记录下一个个可持续
“账本”，绘就出美丽中国的底色。

北京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
道从山顶直泻而下；山脚下，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宛若巨龙静卧。

秉承“山林场馆、生态奥运”设计
理念，延庆赛区将生态保护与冬奥工
程建设一体推进，最大限度减少环境
破坏，努力打造“体育与生态共生”的
绿色典范。

何止于赛区建设，北京冬奥坚持
绿色、低碳、可持续原则，点滴中尽显

“绿色密码”——
最大化利用现有场馆和设施，“水

立方”等多个夏奥场馆通过“水冰转
换”“陆冰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

“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奥运
史上将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
覆盖；

赛事举办期间，以安全为前提，最
大限度应用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

……
以冬奥为牵引，中国将发展体育

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相结合，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理念指引下，一系列“绿色遗
产”将为绿色生活增添新的范本。

“办冬奥不是一锤子买卖”，筹办
过程助推区域发展，不断创造更加美
好的未来。

前方，冬奥赛场！
1月6日，北京冬奥列车亮相。身

披“瑞雪迎春”涂装，这趟列车以350公
里的时速自动驾驶在中国首条建成投
用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上。

京张高铁构建起京张两地“一小
时经济圈”，崇礼冰雪经济迅速升温，
昔日“穷山窝”变成“金窝窝”。

互联互通，是北京冬奥会推动区
域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京张冬奥研
究中心主任陈剑表示，将办奥过程融
入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踏步向前，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大
亮点。

“举办冬奥会是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一体谋划、一体
实施，实现北京同河北比翼齐飞。”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理念，让人
民群众共享冬奥成果。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筹办
工作面临的最大考验。对此，中国做
足了准备。

扎牢闭环管理，服务不打折扣：
健身房、洗衣房等设施应有尽有，购
物、美发等生活服务一应俱全，中国
以运动员为中心，努力做到防疫生活
两不误。

在筹办中，中国坚持冬奥防疫和
城市防疫全面融合，针对赛会住宿、餐
饮、交通、抵离、物流、医疗等各领域、
各环节，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确
保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
盛会。

“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十分
出色顺利，场馆之精彩、防疫措施之周
全、可持续运营理念之先进令人赞
叹。”冬奥筹办过程中彰显出的中国力
量，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由衷称许。

相聚五环旗下
携手共创未来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
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朗朗上口的歌词、悠扬动感的旋
律，伴随着冬奥会开幕渐近，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
起向未来》火遍大江南北。

“一起向未来”是振奋人心的口
号，更是团结奋斗的号召，诠释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凸显奥
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价值。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
复杂形势，奥林匹克格言历史上首次
更新，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

“更团结”，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
共克时艰。

2022年，在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
来”的愿景里，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携
手前行，将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注入澎湃动力。

冬奥之约、中国之诺，北京冬奥会
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

北京奥林匹克景观大道南端，约
7.5米高的“冰墩墩”和“雪容融”可爱亮
相，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景观中，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吉祥物站在“雪山”上，憨态可掬地向
人们招手致意，传递出欢迎四海宾朋
的美好寓意。

冬奥气氛渐浓，当不同国家和地
区、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俗的冬奥
参与者齐聚北京，细节之处尽显热情
周到。

“请问从这里到我所在的塔里木
石油酒店，应该乘坐哪种闭环大巴车
呢？”

“您乘坐TG-B-04，我来帮您查
一下具体到站时间。”

这是场馆外，外籍人士与志愿者
的一段对话。两地三赛区，一抹抹亮
丽的“天霁蓝”随处可见，冬奥志愿者
用“最美的微笑”，为远道而来的客人
留下美好的回忆。

从安排丰富的菜品满足不同人群
口味，到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随处
彰显人性化考量，再到设置一米线、每
日核酸检测确保防疫安全，中国的用
心和努力，赢得世界赞赏。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准备参赛。”
一些世界知名运动员在开启冬奥之旅
时表示，“感谢中国在如此艰难的时刻
还能举办冬奥会。”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表
示，北京冬奥会将展示奥林匹克运动
引领人们克服障碍的决心，相信中国
能够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时期举办一届
安全、成功的冬奥会。

筑梦冬奥、智慧闪耀，北京冬奥会
为世界冰雪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中国贡
献、提供了中国方案——

虽然位于平原，但为了能让“冰丝
带”见证新的奇迹，工作人员致力于打
造平原上“最快的冰”。

快，源于科技。
“冰丝带”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

冷制冰技术，打造高质量冰面，同时配
备场馆的空调除湿系统、体育照明系
统等，为全球运动员充分展现速滑的
力量与优雅提供了绝佳舞台。

首台国产雪蜡车，集光伏发电、5G
工业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于一身；气
象部门建设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网络，
布设了441套各类探测设施，可实现

“百米级”“分钟级”气象预报……“科
技范儿”十足的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展
示出中国智慧。

3.46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10月，“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这一中国向国际社会作
出的郑重承诺，已经从理想变为现实。

“从世界范围来看，冬季运动的时
代可以划分为北京冬奥会之前和之
后，因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将为冰
雪运动开启新时代。”巴赫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为那些冰
雪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贡献了
创新性发展冰雪运动的中国方案。

“冬奥申办成功以后，我们大胆创
新，用‘新思维’通过社会力量组建起
一支支专业的冰雪队伍。”北京市体育
局二级巡视员卢宏泽说。

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李晓鸣表示，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和创
造性发展，中国的冰雪体育运动，不再
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是德智体美
劳全方位发展，让冰雪运动真正成为
育人教育。

冬奥展现中国魅力，为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打开新的窗口——

走进北京冬奥村，“福”字当头、红
灯高挂，“中国红”与“冰雪白”色彩交
织，浓浓年味扑面而来。

“冬奥村餐饮围绕中国年主题，让
运动员更好地体验中国饮食文化魅
力。”北京冬奥村运行团队对外联络副
主任张冠男表示，希望这些元素能够让
外国运动员对中国春节有更深感受。

冬奥邂逅春节，注定是一段特别
的缘分；中国联通世界，奏响文明互鉴
的乐章。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二层，中
医药文化展示空间门前，“打一套太极
拳可抽取盲盒礼物”的活动，令外国友
人充满兴趣，不少人跟着AI大屏学得
有模有样。

细细体味，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很多细节都巧妙融入了中国元素，寄
托着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

2021年 10月 26日，北京冬奥会
开幕倒计时百天之际，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奖牌发布。宛如同心圆玉璧的奖
牌上，铭刻冰雪纹和祥云纹。古老东
方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于方寸之间
交相辉映。

从奖牌“同心”到融汇东方智慧的
冬奥场馆，从会徽“冬梦”“飞跃”，到场
馆“雪飞天”“雪游龙”“雪如意”，一系列
命名尽显东方诗意与浪漫，源远流长的
文明姿彩，借助冬奥舞台传播开来。

五洲齐聚，相约五环旗下；携手前
行，共赴冰雪之约。

冬奥的脚步款款而至，在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玲珑塔上，冬奥会倒计时
牌数字的每一次跳动，都传递着人们
对这场盛会的向往。

此时此刻，比赛场馆准备妥当，奥
运健儿摩拳擦掌，观赛热情不断高涨，
在千呼万唤中，北京冬奥会大幕将徐
徐拉开。

我们期待、世界期待，属于中国、
属于奥林匹克的故事，书写下崭新的
精彩一页！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
记者王子铭 黄垚 郭宇靖）

让奥林匹克之光永远闪耀
2022年2月4日，灿烂的奥运之火将在“鸟巢”上空再次绽放，照亮古老民族的冰雪梦想。
从赫拉神庙到万里长城，悠久辉煌的东方文明与奥林匹克再度携手，共同奏响和平、友谊、进步的动人乐章。
“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道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豪迈自信，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即将呈现在世人眼前。

2021年9月17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式发布。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