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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冬奥梦 点燃冰雪情
——我省中小学推进奥林匹克教育和冰雪进校园纪事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走进张家口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
浓浓的冬奥和冰雪运动氛围扑面而来：
在学生必经路段设置的冬奥主题展板
上，冬奥会历史渊源、我国冬奥会冠军
以及冬奥会项目介绍等内容一目了然；
地面的井盖上，画着冬奥标识和冰雪运
动项目图标；操场北墙上，双板滑雪运
动员巨幅卡通形象仿佛要从墙上“飞”
下来。

今年6月23日，是第74个国际奥林
匹克日。记者了解到，为弘扬奥林匹克
精神，普及冬奥知识，推广冰雪运动，我
省广大中小学尤其是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
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将奥林匹克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深入推进冰雪进校园，在广大中小学生
心中播下了冬奥和冰雪运动的种子。

将奥林匹克教育融入
校园生活、日常教学

长城元素点缀在青瓦白墙门楼样
式的设计墙上，奥运五环标志两旁摆放
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在石家庄市桥西外国语小学功能楼三
层，旨在宣传推广冬奥文化的“冬之梦”
文化展馆深受学生欢迎。展馆里，一个
个冬奥会竞赛项目配有中英文双语简
介，学生们手绘的历届冬奥会会徽作品
依次排开，创作的冰雪运动黏土手工作
品将滑雪场景、冰壶运动精彩瞬间展现
得惟妙惟肖。

“环境熏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建设‘冬之梦’文化展馆，就是希望浓厚
冬奥文化氛围，从一点一滴入手，点燃学
生们的冬奥梦。”该校副校长王雅萍说。

截至目前，我省已命名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
学校308所。这些学校将奥林匹克教育
融入日常教学、校园生活，从趣味性、科
普性、知识性出发，创新传播渠道、形
式、内容，普及冬奥知识、弘扬奥林匹克
精神，冬奥文化氛围不断浓厚。

让奥林匹克教育进课堂。崇礼区
西湾子小学以《崇礼人的冬奥梦》为主
要教材，每周一节奥运知识课程。随着
冬奥会日益临近，学校还增加了冬奥观
赛礼仪教育等内容。涿州市双塔中学
开展冬奥知识教育课程，每学年每班不
少于 10 学时，同时利用学校升旗仪式、
班晨会等时间进行奥林匹克知识教
育。石家庄市联盟路小学将奥林匹克
教育融入各科目课堂：音乐课上教唱冬
奥歌曲，美术课上学习冬奥主题绘画，
数学课上将各国冬奥会奖牌数作为学
生们统计知识练习的数据……

北京冬奥会大部分雪上

项目比赛将在崇礼区进行。立足于当
地资源优势，6月 6日，崇礼区西湾子小
学将奥林匹克教育课堂搬到了冬奥筹
办“一线”——组织 40 余名师生走进张
家口赛区重点配套工程太子城冰雪小
镇，实地了解项目建设进程和亮点，聆
听冰雪运动员讲解冬奥小知识。站在
冬奥颁奖广场上，同学们用《圆梦冬
奥 风华百年》的朗诵，礼赞家乡崇礼，
表达对冬奥的热切期盼。孩子们的热
情，给太子城冰雪小镇项目总经理胡鏖
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孩子们对冬奥
的关注，让我们更有干劲儿了。”

“我是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进
行设计的……”近日，在石家庄市联盟
路小学，一场由学生自己策划、组织的
冬奥主题队会正在进行，两名学生将北
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图片绑在额头，向同学们介
绍冬奥相关知识。

“你这个创意很好，接下来可以再
深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完善细节。”近
日，在石家庄市桥西外国语小学五年级
三班的美术课上，老师认真指导学生们
积极创作冬奥主题作品，以参加第五届
河北省“迎冬奥”艺术作品评选。

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引导学
生了解冬奥、助力冬奥。我省连续组织
开展“迎冬奥”艺术作品评选、冬奥会吉
祥物故事征集等活动。广大中小学纷
纷通过举办冬奥知识竞赛、冬奥主题班
会以及冬奥主题征文、绘画比赛等，吸
引学生广泛参与。截至今年 4 月，全省
参与各类冬奥文化活动的学生累计达
1800 多万。张家口经济开发区第一中
学学生樊佳幸创作的《我与冰墩墩和雪
容融的故事》，参加了由北京冬奥组委
与教育部共同开展的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故事征集主题活动。

让冰雪运动在中小学
生中扎根儿、开花

炎炎夏日，涿州市双塔中学的冰雪
运动仍开展得如火如荼：两块陆地冰壶
场地上，学生们分队比赛，排兵布阵，沉
浸其中；两块仿真冰蹴球场地上，激烈
的对决引发阵阵喝彩……

“每节课能有50余名学生进行冰上
项目学习，每月能有近千名学生参与到
冰雪运动中，全校冰上运动参与人数越
来越多。”该校校长魏长春说。

据介绍，他们还与涿州市两所乡村
中学——刁窝中学和东仙坡中学结对，
定期组织冰雪体育教师到结对学校交
流，邀请结对学校学生前来参观，积极
推进冰雪项目教学教研一体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申办北
京冬奥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我

国冰雪运动快速进步，推动全民健身广
泛开展。”青少年是冰雪运动的生力军。
我省广大中小学尤其是 145 所校园冰
雪运动特色学校不断深化体教融合，大
力推进冰雪进校园，让学生们畅享冰雪
运动乐趣。

解决场地器材问题，建立示范性队
伍。涿鹿县大堡学区建起了轮滑场、越
野滑轮场、室内陆地冰壶场以及标准面
积季节性冰球场，建立了拥有 40 多名
队员的逸帆冰雪运动队。涞源三中建
起了高标准轮滑场，并与七山滑雪场达
成合作，邀请专业滑雪教练进校园开设
滑雪课程，陆续组建了轮滑、滑冰、滑
雪、滑轮、陆地冰壶和冰蹴球六支冰雪
运动队。

一些学校将冰雪运动课程纳入校
本课程体系，让冰雪运动逐渐在校园

“扎根儿”。石家庄市桥西外国语小学
从 2016 年开始将轮滑课程作为校本课
程进行推广，截至目前 60%学生能够进
行轮滑。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路

小学通过开展冰壶体育课、自选冰雪课
等，让学生至少掌握一项冰雪基础体育
技能。衡水市新苑小学定期举行班级
对抗赛，全校一半以上学生加入了轮滑
爱好者行列。石家庄市特教学校把冬
残奥知识引入课堂，旱地冰壶设备日常
向学生们开放，全校 300 多名学生几乎
都参与到了残疾人冰雪运动中。

通过举办校园冰雪运动会、冰雪趣
味活动和冰雪文化节等，我省中小学校
校园冰雪运动日益发展。截至目前，全
省 1.1 万多所大中小学、累计 1500 多万
名学生参与了冰雪运动。

“塔基”夯实，冰雪运动优秀苗子陆
续涌现。宣化二中培养的多名学生入
选省冰雪运动队；涞源三中学生王小妹
进入滑冰专业俱乐部训练并获得 2020
年省青少年短道速滑锦标赛第二名；石
家庄市桥西外国语小学毕业生高梓晔
于2017年入选河北省女子冰球队，2019
年初入选国家女子冰球集训队，现正备
战北京冬奥会。

2021年4月19日，张家口市宣化二中的同学在训练馆里进行训练。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
宏）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6
月 23 日，北京 2022 冬奥文
化公益平台正式上线，冬奥
公益“蓝色跑道”活动同时
启动。

据 了 解 ，北 京 2022 冬
奥文化公益平台将倡议全
民通过走路、跑步等运动
方式在平台上认捐步数，
并 以 闯 关 的 形 式 不 断 解
锁、揭秘冬奥项目和公益
专属福利，累积步数达到
既定目标后，北京冬奥会
各级赞助企业将会为经济
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铺
设冬奥公益“蓝色跑道”，
有力改善当地学生的体育
锻炼条件。

该平台建立于手机淘
宝的技术平台基础上，公众
可以通过手机淘宝搜索“北
京 2022”进入平台，以捐步

或其他互动方式兑换“公益
时”，为乡村学校建跑道。
公众参与活动将从 2021 年
6 月 23 日持续至 2022 年 1
月初，跑道修建完成后，北
京冬奥组委将举行跑道落
成仪式。

启动仪式上，三家爱心
企业分别认捐了一条“蓝色
跑道”：奥林匹克全球合作
伙伴阿里巴巴认捐河北赤
城县三道川中心小学一条
跑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
方赞助商顺鑫农业认捐河
北蔚县常宁乡中心学校一
条跑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
官方独家供应商三棵树认
捐河北蔚县杨庄窠乡中心
学校一条跑道。每条跑道
由企业捐资50万元，不足部
分由当地政府配捐。跑道
修建工作由中国扶贫基金
会负责。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
宏）6 月 23 日正值国际奥林
匹克日，北京冬奥组委与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国
家速滑馆共同举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竞赛场
馆》纪念邮票首发仪式。

《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竞赛场馆》纪念邮票
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第5套北
京冬奥会题材纪念邮票，含
纪念邮票一套 4 枚、小型张
1 枚 。 全 套 邮 票 面 值 为
10.80 元，纪念邮票计划发
行数量为 750 万套，小型张

计划发行数量为 630 万枚。
该套邮票内容包括首钢滑
雪大跳台、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小型张为国家
速滑馆。邮票采用4枚邮票
连票设计形式，以富有变化
的曲线进行贯穿；小型张则
根据场馆的结构特点，采用
椭圆形票幅进行展现，并在
边饰中点缀雪花图形。

配合邮票发行，中国邮
政还推出了首日封、明信
片、邮折、邮册等多款集邮
产品。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
伟宏）从 6 月 23 日举行的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目前，北京冬奥会赛会志
愿 者 全 球 报 名 人 数 已 达
110 万。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
划部部长李森表示，志愿服
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也是成功办奥的

重要保障。
“ 我 们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相结合的方式对志愿者开
展培训，培养志愿服务人
才队伍，广泛吸引社会各
界投身到志愿服务中来，
并在全社会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我们相信，冬奥会
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志愿
服务事业发展进步。”
李森说。

北京2022冬奥文化
公益平台正式上线

冬奥公益“蓝色跑道”活动同时启动

《北京2022年冬奥会——
竞赛场馆》纪念邮票首发

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
报名人数已达110万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6月23日
上午，北京冬奥组委会同国家体育总
局、中国残联、北京市延庆区和河北省
张家口市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
告（2020）》。国际奥委会同步发布遗产
报告国际版。

北京冬奥会多方面筹办
成果正在转化形成现实遗产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颁布之后第一届
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
的奥运会。创造丰厚的冬奥遗产，为广
大民众、主办城市和国家带来长期收
益，是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内
容，也是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办奥理念的具体行动。

北京冬奥组委从筹办伊始就高度
重视遗产工作，充分考虑冬奥遗产传承
利用，制定实施了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
计划，注重从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
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7个方面、35个

领域，规划、创造和运用冬奥遗产。筹
办五年多来，北京冬奥会多方面筹办成
果正在转化形成现实遗产，使广大民众
和主办城市提前受益。

为系统总结北京冬奥会遗产成果，
北京冬奥组委会同北京体育大学编制
完成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遗产报告（2020）》中文版和国际版。报
告以图、文和专栏的形式总结提炼了北
京冬奥会自 2015 年申办成功以来筹办
工作所形成的遗产成果，重点呈现了促
进中国冰雪运动普及发展、超前谋划场
馆赛后利用、持续提升京张地区生态环
境、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主办城
市转型发展及引领社会文明进步。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伴
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有序推进，
一批有影响、可持续的冬奥遗产正在逐
步显现，并对国家、区域和主办城市的
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后续，北京冬奥
组委将会同北京体育大学和利益相关
方陆续编制系列遗产成果报告和案例
报告，更全面地介绍北京冬奥会筹办成
果和遗产亮点。

张家口赛区精心打造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
产报告（2020）》中显示，张家口市紧抓筹
办冬奥会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紧密结合

“十三五”规划实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
家战略，在原有冰雪旅游产业的基础上，
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改善生态
环境，进一步发展冰雪旅游等相关产业，
大幅改善了欠发达地区的落后面貌，使
当地群众获得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
会，生活水平获得显著提升，交出了冬奥
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在筹办冬奥会的带动下，张家口市
在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旅游服务等方面
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据北京冬奥组委
张家口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李莉介绍，
崇礼区已建成7家大型滑雪场，全部位列
全国20强，形成了国内最大的高端和优
质滑雪场集聚群。2020-2021雪季，张家
口市承办举办各类冰雪赛事活动285项，
累计参与冰雪运动人次突破500万。截至

2021年5月底，张家口市累计签约冰雪产
业项目 86项，落地项目 72项，投产运营
项目36项，冰雪装备制造初具规模。崇礼
区引进了 10 多家国际高端酒店品牌落
户，建成各类酒店及酒店式公寓160家。

以冬奥筹办为契机，京张地区加大
在通信设施、住宿餐饮、医疗服务、市政
服务等多方面的投入，并建立健全协同
共享的机制，努力推动和实现区域整体
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冬奥公共服务已
提前呈现出显著的遗产效应。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
产报告（2020）》显示，张家口赛区聚焦
赛后场馆综合利用，精心打造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赛后，张家口赛区将依托冬
奥场馆设施，以体育赛事活动为重点，
强化场馆综合利用，鼓励社会力量投资
兴办体育产业项目，建立国际滑雪培训
学院，建设特色体育休闲区和运动训练
基地，发展会议会展、健身休闲、竞赛表
演、体育培训、户外运动等产业，建立现
代体育服务业体系，创建国家级体育产
业示范基地，打造全民、全季、全时、全
域的冰雪娱乐中心和避暑旅游胜地。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遗产报告（2020）》发布

《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中的国
家速滑馆小型张。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
新华社发（郝群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