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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钢架雪车分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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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3 月 28 日上午，张家口市特
殊教育学校德育处副主任兼体育
组组长刘立和同事们在学校里仔
细对每个角落进行消毒。看着空
荡荡的冰场、轮滑训练场地，他的
心一下子又回到了孩子们在场上
纵情飞舞的时候……

张家口市特教学校是河北省
首批校园冰雪运动特色校之一，
已成立了聋人冰壶、聋人越野滑
雪、聋人高山滑雪、培智越野滑
雪、盲人高山滑雪等多支队伍。近
年来，该校学生代表国家赴美国、
韩国、奥地利参加了三届世界冬
季特奥会，共获得10金6银8铜；
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上，
该校学生获得了3金4银5铜。

前不久，在意大利举行的第
19届世界冬季听障奥运会冰壶决
赛中，获得冠军的中国男子听障冰
壶队 4 名主力队员均来自河北。

“其中，四垒孟逸飞、二垒董永康都
是我校输送的。”刘立自豪地说。

成绩的取得非一日之功。早
在 2008年，张家口市特教学校就
开始发展冰雪运动。那时刘立刚
参加工作，成为该校一名体育老
师，就赶上学校决定组队代表河
北参加 2008 年全国特奥冬季项
目邀请赛。对什么是雪鞋、越野滑
雪以及怎么滑，他几乎一无所知，而从接到任务到正式比
赛，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怎么办？刘立从轮滑学起，
迅速总结了一些经验，又从各个年级选拔了14名学生，带
领他们边学边练。

张家口市特教学校学生主要分为视障、听障和智障
三类。没带学生之前，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刘立对教学自
信满满，开始上课后，他才体会到因材施教的含义。

为了教会残障孩子们滑轮滑，他几乎绞尽了脑汁。对
于视障学生，他把分解动作讲给他们听，再手把手教他们
练习，手把手纠正他们的错误动作。对于听障学生，他不
仅要进行动作示范，还要用手语与他们交流。对于有智力
障碍的孩子，更需要细心、耐心，他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
解和示范，健全学生几分钟就可以学会的动作，这些孩子
可能要花费一两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孩子们能独立滑行了，刘
立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随后，他又和同事把孩子们带到
滑雪场进行实地练习。滑雪场教练和孩子们沟通起来有
点困难，就让刘立他们先学，学会了再去教学生。最终，
他们顺利完成了 2008 年全国特奥冬季项目邀请赛参赛
任务。

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儿，刘立和同事们把越来越多的
残障孩子带进了冰雪运动场。2012 年，刘立成为学校体
育组组长，带领组里的 7名体育老师摸索出了分别适合
三类残疾学生的不同训练方法。为了提升学生们的冰雪
运动技能，他们还放弃寒假带学生们去冰雪运动场训练，
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冰雪赛事活动。截至目前，该
校上冰雪学生累计达五六千人次。

学校也努力改善硬件设施，建设了省残疾人冰壶训
练基地，利用现有场地扩建了200平方米的轮滑场地，并
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筹建室内滑雪场，购置残疾人越
野滑雪和高山滑雪模拟训练器，大力推动残疾人冰雪运
动开展。

刚刚过去的这个雪季，张家口市特教学校 5 名体育
老师考取了高山滑雪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很幸运能赶
上在家门口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希望能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帮更多残障孩子圆冰雪梦。”刘立表示。

钢架雪车又称俯式冰橇，是在传统雪车基础上延伸出
来的一种运动。钢架雪车曾于1928年和1948年瑞士圣莫
里茨冬奥会上进行过比赛，这两次比赛后项目均被取消，直
到2002年冬奥会以来才稳定下来。

省体育局奥运事务处副主任科员高源介绍说，钢架
雪车比赛中，运动员要头朝前趴在80厘米见方、20厘米
高的钢板上，以大约130公里的时速，在1200米至1650
米长的半封闭滑道中滑行。

事实上，钢架雪车运动的安全系数比高山滑雪还要
高，对运动员的安全保护也越来越专业。运动员比赛时戴
头盔，比赛服由拉伸性材料制成，手套材质细腻柔软，专用
钉鞋触碰冰面可控制方向，并轻微调节速度，同时车体前
后装有缓冲器，有利于运动员控制。

钢架雪车比赛出发的信号灯亮起后，运动员必须在
30秒内完成出发动作。比赛中运动员的肚子必须贴在雪
车上，中途允许从雪车上掉落，但通过终点时运动员必须
在雪车上。运动员共要滑行4次，以总时间决定最终排名。

北京冬奥会钢架雪车分项设置2枚金牌，分别为男
子钢架雪车、女子钢架雪车，均为单人项目，比赛将在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中国钢架雪车队2015年才成立，
近期在世界大赛
上屡屡取得成绩
突 破 。（采 访/整
理 河北日报记
者王伟宏）

扫码可观看冬奥
会竞赛项目知识介绍
片《钢架雪车》（视频来
源：北京冬奥组委）。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今年是冬奥
筹办的关键之年，各项工作全面进入测试
就绪阶段。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气象服
务保障工作，在以往工作基础上，省气象
局将加快现有观测试验、预报技术研发成
果的转化应用，有效提升预报服务能力。

据介绍，到今年10月，我省气象部门
将开发建立张家口赛区赛场科学观测试
验展示和监控平台，实现冬奥观测设备实
时运行状态监控；完成张家口赛区冬季综

合立体观测试验任务，形成观测数据集，
优化更新张家口赛区精细三维气象场模
拟数据集，并按照统一规范在冬奥气象服
务系统（平台）上进行更新。

在加快赛事预报技术研发应用方
面，我省将开展赛场定点气象要素主观
预报、检验方法研究，对主客观气温、风向
风速、降雪量等高影响天气要素的站点
预报、网格预报、落区预报等进行检验；优
化赛事关键气象要素阈值概率预报模

型，研发赛场赛道0到10天24小时内逐
小时、24到72小时逐3小时、72到240小
时逐12小时的无缝隙赛事气象条件预报
产品；完成各类预报技术研究成果在冬
奥气象服务系统（平台）的应用优化。

省气象台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冬奥会筹办我省气象领域各项工作
将聚焦2021年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
由式滑雪世锦赛服务保障这一核心，找
准冬奥气象预报的薄弱环节和主攻方
向，深入认识赛区复杂地形条件局地天
气特点，对新研发的客观预报方法加强
检验评估和完善，努力交出优异答卷。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通讯员 谢 盼

3月20日，崇礼乍暖还寒。北京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气象预报服务团队队员、张家
口市气象台副台长郭宏带领4名队员和维
保人员顶着寒风，深入崇礼云顶滑雪公
园，进行例行的设备巡检。当天，2019-
2020 雪季张家口赛区冬奥气象驻训宣告
结束。

张家口赛区气象预报服务团队共有
队员36人，包括河北省气象部门技术骨干
22人，国家气象中心和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等地气象预报骨干 14人。自 2017年起，
每个雪季，他们都进驻崇礼一线，开展紧
张有序的演练、测试工作，2019-2020雪季
是第三次驻训。

● 针对冬奥赛事气象预测研
究出4套方案

“去年 12月 15日，我们展开新一轮驻
训工作，直到今年3月20日结束。其间，虽
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春节后现场观测
停了，但为保证设备的完整性以及所提供
气象数据的稳定性，我们每个月还是要进
行两三次巡检工作。”郭宏介绍说。

在崇礼赛事核心区建有 36 个气象观
测站，这些气象观测站提供的数据是进行
冬奥气象预报以及气象研究的基础。

“这些气象观测站大多建在赛道附
近，由于环境复杂，需要经常进行维护。”
郭宏介绍说，巡检时要对观测站上面的积
雪进行清理，对设备是否有破损等情况进
行记录，一旦影响数据的稳定，需要及时
进行更替。一次巡检下来，他们就要在山
上工作四五个小时。

同时，赛区气象预报服务团队坚持疫
情防控、气象预报两手抓，制定了值班流
程。团队队员通过VPN、微信、视频等方式
开展数据分析和天气会商，每天两次定时
制作 9 条赛道的预报产品，定时发布赛道
预报、场馆中英文天气综述，服务北京冬
奥组委及相关业主单位，确保预报频次不
减少，预报质量不下降。

把握每一场雪，对进一步分析赛区山
地环境下不同降雪粒子与气象条件的关
系，改进赛区预报模型，提高降雪量和雪
深预报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雪季，崇礼多次降雪。团队队员
利用应急观测车、显微镜、手机拍照等，对
5次降雪过程进行了野外观测。

“当雪花呈明显六角枝状时，意味着降
雪量较大、积雪较深；同样的降雪量，雪深

会因降雪粒子形状不同而各有差异；降雪
量和积雪深度超过一定阈值，某些比赛项
目将会被延迟或取消。”郭宏介绍说。

除了观测雪花，他们还在太子城开展
系留艇对比观测试验，观测气温、相对湿
度、风力、风向、气压等，为研究赛场冷池现
象、山谷风结构获取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针对冬奥赛场预报方法支撑薄弱问
题，团队对冬奥同期重要天气建立了冬奥
天气个例库。通过一系列研究，明显减小了
阵风、平均风速和气温预测中的误差。

“通过不断实战演练，团队预报能力得
以显著提升，24小时温度预报2℃以内准确
率 71.7%，平均风 2m/s准确率 87.7%，阵风
2m/s准确率53.2%。”郭宏表示，这个雪季针
对冬奥赛事气象预测他们已研究出了4套
方案，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筛选，研究
成果计划用于2021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
和单板滑雪世锦赛。

● 圆满完成了 10余项赛事
的气象服务保障任务

2019-2020 雪季，张家口赛区气象预
报服务团队先后为 10 余项赛事提供气象
服务，既包括国际雪联世界杯赛事，又包括
多项亚洲杯、远东杯及国家级有关赛事。

2019年12月18日至22日，2019-2020
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U型场地
技巧世界杯云顶站比赛在崇礼云顶滑雪公
园举行，为赛区气象预报服务团队提供了
练兵的重要契机。

他们提前准备并制定了实施方案，提
供精细化预报服务。从参赛运动员报到前
一天开始，团队就悉心制作中英双语的交
通气象简报，为参赛运动队提供出行参考。
赛事期间，他们每天两次制作赛道未来24

小时的逐小时以及48-72小时的
逐 3 小时预报。在现场的团
队队员每天还要参加领
队会，全程用英语讲解
天气条件并回答相
关问题。

根 据 团 队
会 商 研 判 ，22
日单板滑雪 U
型 场 地 技 巧
决 赛 当 天 为
大风天气，有
明显的降雪，
能见度低，对
比赛影响非常
大 。在 现 场 的
团队队员提前 3
天向赛事组委会
进行了预警，随后，
又反复沟通赛事所面
临的风险。组委会根据
天气预报调整了比赛日程，
使世界杯顺利完赛。赛区气象预
报服务团队的工作，得到本站世界杯
比赛组委会、赛场运维人员的普遍认可。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30 日，赛区气象
预报服务团队队员还受邀参加了“十四
冬”赤峰赛区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共发布
气象服务专报（预报类）5 期，低能见度警
报1期，赛区预警信号4期，圆满完成赛事
服务保障任务，受到各方好评。

“本雪季的驻训工作圆满结束。期
间，大家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积极
开展模拟演练、客观预报方法研发、新资
料分析应用，强化赛区降雪、大风、低温
等高影响天气的预报预警，冬奥会赛事
服务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省气象台副台

长、张家口赛区气象预报服务团队负责
人王宗敏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将进一
步 细 化 团 队 岗 位 、流 程 和 产 品 ，编 制
2020-2021 雪季驻训计划，全力做好 2021
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世锦
赛 等 冬 奥 会 测 试 赛 的 气 象 服 务 保 障
准备。

2019-2020雪季张家口赛区冬奥气象驻训日前结束，这是近年来的第三次驻训——

追风逐雪提升冬奥气象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3 月 30 日，张家口市崇礼区希望家园
小区。吃过早饭，刘小飞一家人就分别忙碌
起来。妻子陪着正读三年级的儿子上网课，
刘小飞开上私家车，奔了白旗乡南三窑村
的老家。

今年 35 岁的刘小飞和妻子都是太舞
滑雪小镇的员工。刘小飞是一名压雪车司
机，夏季负责越野车租赁、管理和养护工
作；他的妻子是采购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包括他们夫妇俩在内的部分员工在家
待岗，但雪场每月为每人发1400元生活费。
因为有空闲，想到父母常念叨过几年要回
老家去住，他们准备收拾收拾老家的房子。

老家的房子已经显得破败。“其实本来
就不好，再加上六七年没人住了，更坏得
快。”刘小飞说，他计划疫情过去后，把房子
翻盖一下。除了给老人住，毕竟这里也留有
他好多成长的记忆。

记忆中除了温馨，也有不堪回首的窘
迫。“唉，那时候家里穷啊。种的几亩地仅能
让全家人糊口。为挣钱，父亲做过木工，卖
过豆腐，但也仅能挣点零花钱。记得我曾经
喜欢上收录机，过了半年，父亲才用卖豆腐
挣的钱给我买了一台。不能怪父母没本事，
因为当时村里人差不多过的都是这样的日
子。”他感慨，“如果我一直在家待着，恐怕
连媳妇都娶不上。”

为此，刘小飞中学毕业后就想外出打
工，可当时崇礼的就业机会很少。经人介
绍，2005年，他跟着父亲去了北京。

在北京，他当过搬运工、库
管员，后来给一家

公司开车，每年能挣三五万元，感觉日子比
以前好多了。但随着 2008 年结婚，以后又
生子，这点收入让他觉得远远不够。

2011年，刘小飞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
会。听说北京瑞意投资有限公司招人，他
投递了简历，得到面试机会。公司负责招
聘的人问他：“看你是崇礼人，这份工作需
要常驻崇礼，你愿不愿意？”他当时就乐
了：“愿意愿意。”

当年 5 月，刘小飞开始随公司到崇礼
参与太舞滑雪小镇建设，起初是工作日在
崇礼，周末回北京与妻儿团聚。感到这份工
作稳定、有前途，2011年底，他在崇礼城区
租房，把妻儿都接来，决定“扎根”崇礼。

“现在想想，我正好赶上了崇礼滑雪旅
游大发展的时期。”刘小飞说，此前万龙、长
城岭、多乐美地滑雪场啥时候开业他没啥
印象，但 2012 年密苑云顶乐园滑雪场开
业、2015 年太舞滑雪小镇开业、2016 年富
龙滑雪场开业、2018年翠云山银河滑雪场
开业，他都是见证者之一。

见证者也是受益者。崇礼滑雪旅游的鹊
起，为许许多多刘小飞家这样的庄户人打开
了新的生活空间。2012年他的父母来到崇礼
城区租房生活，2013年父亲在富龙滑雪场谋

到了修理工的工作，母亲

从事家政服务。随着儿子渐渐长大，2016年，
刘小飞的妻子也到太舞滑雪小镇工作。

刘小飞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2015
年7月31日，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
冬奥会成功，崇礼万众欢腾，当时在太舞滑
雪小镇庆祝活动现场负责用车保障的他特
别激动。“冬奥会让世界都知道了崇礼，我
感觉非常自豪，觉得以后更有奔头了。”

这几年，一家人的日子就像芝麻开
花 ——节节高。2011 年刘小飞的月薪是
2500元，后来多的时候能拿到6000元。妻子

“后来居上”，收入几乎与他持平。加上父母
的收入，一家人每年进账15万元左右。2013
年，刘小飞在崇礼城区买了套92平方米的
房子；2016年又买了辆十多万元的小轿车。

“现在在崇礼，只要你肯吃苦，找个工
作不是问题。我们村里当年同我一样出去
打工的 30 多个年轻人，绝大部分又回来
了。”刘小飞说，崇礼人日子越来越好，大家
都说要感谢冬奥会，感谢滑雪场。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崇礼的滑雪旅
游、对一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刘
小飞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你不知道京张高
铁刚开通那一阵儿我们的生意有多好，虽
然按下了‘暂停键’，但疫情总会过去。再说
喜欢滑雪的人越来越多，崇礼滑雪旅游的
牌子已经打出去了，今后一定会更火。”

刘小飞家的飞跃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通过筹办北京冬奥会带动各方面建设，努力交出冬奥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

异答卷。我省统筹好冬奥筹办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紧抓冬奥机遇加快可持续发展，冬奥效应持续显现。从今天

起，本报推出《抢抓冬奥机遇加快发展基层行》系列报道，通过百姓故事，以小见大展现冬奥筹办给本地发展、群

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敬请关注。

今年将有效提升预报服务能力

▲3月20日，张家口赛区气象预报
服务团队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开展气象
设备维护和现场观测。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旭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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