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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向参赛出彩目标冲刺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帮扶工作深入开展

携手提升冬奥住宿保障水平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鲜花遍野，林海滔滔——立秋后的崇礼密
苑云顶乐园美得令人惊艳。伴随着冬奥临近，
越来越多的游人慕名前来，密苑（张家口）旅游
胜地有限公司物业部工程副经理张海军更加
忙碌。

“忙不怕，心里高兴呐。要不是冬奥，我们
很多崇礼人的生活恐怕不会发生这么大变
化。”张海军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各班组进
行道路清扫、设备保养，一边乐呵呵地说。

今年42岁的张海军是崇礼太子城村人，
2001年从部队退伍回家后，先是跟着父亲种
圆白菜，闲暇时参与电力农网改造工程，虽然
辛劳，小日子也算过得去。成家后，看到土里
刨食越来越难，同时随着崇礼滑雪场兴起，很
多同龄人开始到滑雪场打工，收入比种地只
多不少，2010年，张海军也来到云顶滑雪场，
开始在物业从事水电维修工作，收入不错。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成功后，因为地处冬奥核心区，太子
城村开始实施整体搬迁。2018 年，张海军和
家人搬到了崇礼城区清河花园小区，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

小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红砖房变成了小高楼，家家户户都是一百来
平方米的房子。每天早上起床吃完饭，年轻人到滑雪场等处上班，老人
们在小区里遛遛弯、唠唠嗑。出了门，菜市场、快递、药房、饭店，各类服
务设施应有尽有，方便极了。

更让张海军后顾无忧的是，父母每人每月也能领到一两千元的养
老金，老有所养不愁了。

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中，2019年晋升为物业部工程副经理。物业部承担
着冬奥竞赛场馆云顶滑雪公园以及云顶景区、酒店等的水电气暖管护维
修及路面清洁养护等职责，张海军的担子不轻，不过，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张海军有两个孩子。2020年，他在张家口市桥西区买了房，从崇礼
区搬到了桥西区，准备让孩子在市里上学。他平时开车上下班，也时常
去看看住在清河花园小区的父母，日子平静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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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坚持共享办奥，使广大人民
群众受益，是举办冬奥会的理念之一。生
活更美好，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可持续性计划》的三个重要领域之
一。自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启动以来，我
省坚持“四个办奥”理念，努力交出冬奥会
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为充分展现冬奥惠民
成果，即日起本报开设“冬奥，让生活更美
好”专栏，讲述普通百姓生活因冬奥更美好
的故事。敬请关注。

手持冰球杆的“冰墩墩”，脚踩
滑雪板起飞的“雪容融”，将中国传
统文化和奥林匹克元素巧妙结合
的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飞舞的
雪花造型……近日，赤城县官庄
子、椴木沟等 7 个村庄的外墙上，
一幅幅展现冬奥魅力的画作给原
本单调的墙面增色不少，让人眼前
一亮。

官庄子、椴木沟等7个村庄，地
处延崇高速公路赤城支线沿线。为
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浓
厚延崇高速沿线冬奥文化艺术氛
围，赤城县携手河北大学，共同打
造了这段京张奥运文化艺术廊道。

参加文化墙绘制的共有河北
大学 15 位指导教师和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兰
开夏学院、工商学院的 200 名学
生。“今年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冬奥筹办也进入决战
决胜的关键时期。我们把京张奥运
文化艺术廊道绘制专项社会实践
活动作为加强爱党爱国教育、以实
际行动助力冬奥筹办的契机，精心
组织，参与师生的热情都很高。”河
北大学团委副书记白金说。

据介绍，为做好绘制工作，河北
大学相关负责同志提前两三个月着
手准备，多次到赤城县实地踏勘，结
合学校专业优势和当地实际情况，
多次讨论、完善设计方案。最终，他
们确定，按照“一村一特色、一墙一
风景”的思路，对赤城县延崇高速赤
城支线可视面的7个村庄，按照中
国精神、红色文化、长城文化、美丽
乡村、脱贫攻坚、冰雪世界、奥运精
神等7个主题绘制文化墙。

今年暑假前，河北大学完成了
此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志愿者招募，
并多次组织参与活动的师生开展
绘画和冬奥

文化知识系列培训。来自该校艺术
学院音乐专业的研二学生王禄宪，
是该校迎冬奥志愿者之一，担任负
责官庄子村、椴木沟村墙绘的领
队。他表示，通过系列培训，对冬奥
文化有了更系统的了解，也更期待
明年能服务冬奥会。“那些没能成
为迎冬奥志愿者的同学，能参加这
次社会实践活动，也都很高兴，因
为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助力冬奥。”

经过认真准备，7月27日，河北
大学200多名师生奔赴自己负责的
村庄，开始绘制文化墙。很多师生提
前制作好了样片，需要用投影仪投
射到墙上进行绘制，因此经常需要
晚上工作，有时甚至要忙到次日凌
晨两三点才收工。“晚上先勾勒好轮
廓，第二天白天再上色。不管烈日曝
晒，还是蚊虫叮咬，大家都争分夺
秒，没人喊苦喊累。”期间一直在一
线忙碌的该校艺术学院团委书记、
学工办主任刘洋表示。

“这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这是北京冬残奥会吉祥
物‘雪容融’。”……师生们一边绘
制，一边给驻足观看的老乡讲解冬
奥相关知识。

老乡们也纷纷为他们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烈日下，有的村民
拿出自家的草帽给师生们戴，有的
村民给他们送来山杏；夜间绘制
时，有的村民打开自家车灯为他们
照明。

历时一周，师生们就完成了此
次绘制任务，共绘制文化墙 310
面，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不仅老
乡们夸奖说墙绘让村庄变美了，过
往的司乘人员也纷纷由衷赞叹：

“这段路边的墙绘真漂亮！”

河北大学200多名师生暑假在赤城县驻村一周

绘制310面文化墙助力冬奥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通讯员 于冬伟

“将口罩先丢至垃圾桶，再使用按
1∶30 稀释后的 84 消毒液撒至口罩上进
行处理。”“每天对家具、家电设施使用
按 1∶30稀释后的84消毒液进行喷洒/擦
拭消毒。”……7 月 28 日，来自承德河北
旅游职业学院文旅学院的讲师孟庆光，
对张家口市崇礼区龙宫酒店、双龙酒店
员工进行了业务培训。

这是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帮扶工作
开展以来，承德市为对口帮扶签约饭店
举办的第四期培训。培训采用理论讲解
和现场实操两种方式，内容为宾客投诉
处理、客房清洁卫生质量标准及最新酒
店防疫公约解读。

“这次培训很‘解渴’，对提高我们的
服务水平帮助很大。”参加培训的双龙酒
店客房部经理蔺海萍告诉记者，前三期对
口帮扶签约饭店培训内容包括客房送餐
服务、自助餐厅服务、管家服务、奥运文化

与 项 目 、酒 店 接 待 礼

仪、酒店客房服务等，也都是他们急需提
升的。

目前，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共28家。
为加快提升签约饭店软硬件水平和赛时
应急保障能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冬奥
住宿服务保障工作目标和任务，在充分
发挥张家口市主办城市主体责任的同
时，我省举全省之力，组织10个设区市对
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开展帮扶工作。

自3月5日省冬奥办、省文旅厅启动
帮扶工作以来，先后召开6次工作推进会
和 3次座谈会，组织两次现场调研督导，
有力推动了帮扶工作任务落实。围绕签
约饭店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提升和
赛时应急保障，张家口市和 10个帮扶设
区市精准对接、明确重点，力求帮扶帮到

“急需处”“点子上”。
张家口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专班，组建了 10
个由一名市级领导和一名崇礼区、一名

市文旅局负责同志负责具体

工作的对接小组，对应和协调各签约饭
店相关工作。唐山市、秦皇岛市政府主
管领导积极主动牵线搭桥，探索通过银
企合作帮扶签约饭店。石家庄市、承德
市、保定市、邢台市对所帮扶的签约饭
店管理团队和服务人员进行理论培训
和实操训练，不断提升其服务质量和接
待水平。邯郸市、衡水市较好地完成签
约饭店帮扶志愿者招募工作，现已进驻
星级饭店跟岗培训。沧州市将文创产品
和地方特色融入帮扶方案，实化细化帮
扶内容。廊坊市与张家口市多次进行互
访交流，推动解决帮扶工作中的难点
问题。

目前，10 个设区市均已制定帮扶方
案。“我们把帮扶工作分为部署、实施、赛
前评估及整改、试运行、赛时保障五个阶
段，目前是帮扶实施阶段。”承德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局副局长胡汉波介绍说，为
帮助签约饭店强弱项、补短板、快提升，
他们先后三次赴张家口对口帮扶饭店进

行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为科学精准地开
展帮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 7 月份开始，10 个设区市分别对
所帮扶的签约饭店进行分级分类培训，
确保签约饭店各类人员服务标准符合冬
奥住宿服务保障要求和星级饭店标准，
能够为国内外各利益相关方提供质量上
乘的服务。他们广泛组织动员星级饭店、
大中专院校等相关单位，采取专题培训、
驻店指导、校企合作、远程指导、学习观
摩、轮岗实训等方式，按照冬奥住宿服务
保障要求和星级饭店标准，对签约饭店
前厅、客房、餐饮、会议、安全等各个领域
进行针对性帮扶指导。

据省文旅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接
下来，10 个设区市将对照标准和时限要
求制定赛时应急保障方案，按照“全面准
备、保障急需、万无一失”原则，组建赛时
应急服务保障团队，实施“一岗双人”，加
强日常演练，以切实满足冬奥会住宿保
障和赛时应急需求。

8 月 25 日，承德坝上风轻云淡、秋
意来袭。位于承德市御道口草原森林
风景区的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
内，在体能训练馆进行有氧耐力训练的
我省冬季两项队运动员桑合松却是汗
流浃背。

桑合松和队友们已经到达这里一
个多月时间，主要进行耐力、专项力量
等体能训练。他们每天早上 6 时出早
操，上午开展滑轮、滑雪、耐力跑或专项
训练，下午继续专项力量或者耐力训
练，晚上进行射击训练，日训练时间达
8小时以上。尽管训练任务已经很重，
队员们还是经常主动加练。

教练张龙对队员们的表现非常满
意：“大家都很有紧迫感，训练积极性很
高。在这里还能近距离感受国家集训
队备战的激情，队员们主动对标，更感
觉时不我待。”

8 月 9 日，在该基地训练的国家体
育总局冬运中心训练三部、国家越野
滑雪集训队、河北冬季两项队、河北越
野滑雪队全体人员，曾举行“祖国在心
中、学习塞罕坝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纷纷表示，随着距离北京冬奥会
开幕越来越近，只有学习塞罕坝精神，
只争朝夕、刻苦训练，比竞争对手多流
汗、多吃苦，才能将为国争光的梦想变
为现实。

承德御道口与北京冬奥会大部分
雪上项目比赛举办地张家口崇礼在气
候、环境等方面基本相似，有助于相关
项目运动员模拟适应北京冬奥会比赛
环境。2019 年 10 月，该基地建成投
用，为越野滑雪、冬季两项等项目运动

队提供了优质训练场地。今年 3 月，
基地建成了世界上首条气膜保温越野
滑雪赛道，更为相关运动队进行四季
雪上训练提供了有利条件。截至目
前，该基地已接待相关运动队和训练
单位75个。

承德御道口雍乾狩猎有限公司具
体负责该基地运行、管理和服务等保障
工作。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组建了由
体能训练、专项训练、医疗康复、营养膳
食、科研保障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复合型
团队来保障运动员科学训练。同时，不
断完善场馆、赛道等配套设施建设，全
力做好食宿、交通、医疗及器材保管等
后勤保障工作，让运动员们全心备战、
争创佳绩。

该公司还与相关运动队建立了良
好的沟通机制，针对运动员的训练需
求，随时增加特定营养。所有布草都交
给承德市有资质、口碑好的清洗公司定
期清洗、定期更换。管理人员每天巡视
检查，对训练场馆内温度、湿度等进行
严格把控。

为营造安全训练环境，他们与围
场相关部门、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
管委会密切配合，严禁外来人员车辆
进入；同时，做好人员测温登记及场地
器材消杀等工作，保证了全体参训运
动员、教练员和基地工作人员的健康
和安全。

2021-2022年雪季，公司将承担该
基地 30 多公里的赛道铺雪和维护任
务。为提前完成铺雪任务，最大限度增
加运动员雪上训练时间，目前，技术人
员已在进行相关准备。

▶图为运动员在涞源国家
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训练。

河北日报通讯员 罗大庆摄

时钟滴答，战鼓催

人！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

还有不到160天时间，为

实现参赛出彩目标，在承

德御道口和保定涞源的相

关训练基地，我国、我省一

些冬季项目运动队正在全

力备战冲刺，刻苦训练，拼

搏精进。基地工作人员也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为备战冲刺助力加油。

8 月 22 日傍晚，涞源下起了蒙蒙细
雨。在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
BIGAIR 大跳台却繁忙依旧，不一会儿就
有一名运动员快速滑下，凌空跃起，像一只
只燕子翱翔天际。

这是我国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
碍技巧国家集训队运动员在进行训练。作
为我省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建的一支队伍，
该集训队自8月中旬从四川成都尖峰旱雪
场转来涞源进行气垫练习，充分感受近似
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的跳台。

19 岁的张怡然是由我省输送的运动
员，曾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为我省
摘得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女子组）比赛的一
枚金牌。目前，她已经能够完成转体 900
度的难度动作。

而从去年年底开始，跳台滑雪和北欧
两项国家集训队就已进驻该基地，已经在
这里训练了半年多时间，连最炎热的三伏
天训练都没有停。近日，他们出国参加比
赛，将于10月左右返回该基地继续训练。

位于涞源七山滑雪旅游度假区的该基
地，是我国冬奥健儿备战北京冬奥会的重
要工程，一期工程于2020年11月竣工。

该基地负责人、涞源七山滑雪旅游度
假区总经理赵展琨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运
动队的安全，他们设置了独立、闭环运行的
运动员餐厅，运动员的宿舍、体能房、康复
室也实行闭环管理，只有运动队相关工作
人员可以进入。

为给驻训运动队提升训练效率和效果
创造便利，该基地有很多具有匠心的小设
计。比如，HS106、HS140两个跳台选用了
旱雪赛道，还配备了灯光系统，以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全天候”四季训练。赛道设置了

助滑道，运动员出发时可将左右两只雪板
卡在助滑道的两个凹槽里。助滑道由一种
高分子材料制成，夏季喷水后就更接近于
真实赛道的摩擦系数。

而 于 今 年 7 月 份 完 成 主 体 施 工 的
BIGAIR 大跳台，也已成了运动员们训练
时很青睐的赛道。赛道设置的辊轴滑毯、防
撞垫和防护网，可以在更好地模拟雪上训
练环境的情况下，充分保障运动员的安全。

利用风洞进行针对性训练和测试，已
成为提高运动员训练水平的重要科技手段
之一。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建
有世界最大、中国首座跳台滑雪风洞实验
室。在实验室里，运动员可练习和测试助
滑、起跳、腾空等全部技术动作。

“ 该 风 洞 实 验 室 测 试 区 分 为 三 部
分。其中，水平部分和倾斜 11 度角部
分，可分别测试分析运动员助滑阶段阻
力、起跳瞬间左右脚受力情况和双脚蹬
地力的均匀性；32 度角部分则可锻炼运
动员在空中保持最佳姿态和驾驭雪板飞
行的平衡能力。”赵展琨告诉记者，运动
员们基本上一天一次训练课，四个小时
的风洞训练量抵得上一个星期的日常训
练，效率非常高。

来自省体育局的科研保障人员赵博，
如今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
国家集训队承担科研保障相关工作。他表
示，为更好地备战冬奥会，现阶段运动员训
练之余必须重视康复。作为科研保障人
员，他们要配合队医，对运动员进行日常的
生理生化监控、训练监控以及睡眠监控、疲
劳恢复监控，根据每个运动员的状态，制定
有针对性的补水和营养供应方案，确保运
动员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

在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

健儿们学习塞罕坝精神刻苦训练，基地全力营造
安全训练环境

在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

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升训练效率和效果，科研保障
工作紧紧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