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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新闻中心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从
河北联通获悉，连日来，云顶滑雪
公园通信保障团队提前周密部署，
不惧风雪严寒，全力以赴，切实做
好云顶滑雪公园场馆各项通信保
障。日前，云顶滑雪公园 OBS （奥
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 和NBC （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 的通信业务已开
通并验收交付，“媒体+”业务点位
也已调通并测试完毕。

云顶滑雪公园通信保障团队接
到OBS进驻通知后，及时与OBS经
理及相关外籍专家取得联系，沟通
了解通信需求变化，了解到一些新
增及变更的业务，并迅速组织人员
开展综合布线及业务开通等施工工
作。新增业务的建设工作需要自中
国联通OBS区通信机房至业务使用
区域重新布线并调测。1 月 19 日至
23日，通信保障团队顶风冒雪连夜
奋战，终于将OBS区域新增的15部

国际电话及12条OTN网络端口全部
布线并调测完成。

1月 22日，NBC 工作人员进入
云顶滑雪公园，收费卡业务的使用
房间及位置进一步明确，云顶滑雪
公园通信保障团队第一时间与NBC
外籍通信专家沟通业务需求及点
位，确定需要调整的业务，积极与
外籍专家沟通确定具体业务位置，1
月 27 日按时完成 NBC 所有通信类
收费卡业务的交付。

“媒体+”业务是供各家媒体记
者在拍摄地实时将照片回传到媒体
中心的业务。云顶滑雪公园通信保
障团队接到“媒体+”业务点位最
新需求后，全员上阵，冒着风雪，
克服地势险峻的困难，一周内将各
赛道的“媒体+”业务所需线缆全
部布放完毕并将“媒体+”业务点
位调通并测试完毕，保证业务及时
开通。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2月1
日，农历大年初一，2022北京新闻中
心正式对外开放，将持续运营至2月
20 日，主要服务于北京冬奥会非注
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
人员。

据统计，2022 北京新闻中心共
有 432 家、1770 名中外记者注册成
功，其中境内媒体 279 家 1251 人，外
国媒体 130家 453人，港澳台媒体 23
家 66 人，成为参与记者覆盖范围最
广的一届冬奥会非注册记者新闻
中心。

2022北京新闻中心将“新闻+服

务、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形
象”贯穿于中心各项服务中，将为记者
提供新鲜且有深度的新闻信息服务。
围绕冬奥会筹办、主办城市和国家发
展主题举办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围绕

“双奥之城新气象”主题策划举办43
场城市采访活动。

文化与科技交相辉映成为 2022
北京新闻中心的一大亮点。记者工
作区的8K超高清电视，让人感受到
科技力量带给生活的无限美好；云
聚展厅的沉浸式直播交互系统，则
让记者们现场体验到元宇宙的神奇
魅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
员曹晓雨） 2月1日，跳台滑雪国家
集训队、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从涞
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出
发，出征北京冬奥会。

中午12时，载有40名国家集训
队运动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大巴车
及保障车辆缓缓驶离基地，由涞源
奔赴崇礼冬奥赛场。涞源当地群众
拉起横幅，挥舞国旗沿路送行，表
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为我国冰
雪健儿鼓劲加油。

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
地是我省三大国家级冰雪运动训练
基地之一，共分二期，为跳台滑
雪、北欧两项、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和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大跳台
和坡面障碍技巧等队伍的训练科研
基地。国家集训队集训期间，当地
政府及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为运动
员全力备战北京冬奥会提供了细致
周到的服务，使运动员们能全身心
投 入 训 练 ， 竞 技 水 平 得 到 有 效
提升。

跳台滑雪、北欧两项
国家集训队出征冬奥会

云顶滑雪公园
OBS和NBC通信业务开通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通讯
员赵丽苹）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的临
近，日前，以河北非遗为展示主体的

“文化中国”展示活动在张家口冬奥
村（冬残奥村）正式亮相。展厅位于
张家口冬奥村下沉广场，以张家口地
标大境门为主视觉。展示内容分文
化长廊、传统民居、传统戏台、冬奥故
事等多个板块，共展出河北非遗项目
30余项，作品近百件。

文化长廊板块以河北非遗技艺
展示为主，展出了定瓷、易水砚、
景泰蓝、花丝镶嵌、衡水内画、磁
州窑、雕漆等巧夺天工的精美作
品。传统民居区域重现了传统的居
家生活场景，展示了以丰宁布糊
画、唐山皮影雕刻、曲阳泥塑、永
清核雕、馆陶粮食画、安新芦苇
画、固安柳编等常见于生活中的传
统美术作品和家居物什。

据介绍，展厅中还设置了循环播
放传统文化视频的戏台，戏台边展示
了定兴戏剧盔头、固安戏剧脸谱、正
定常山战鼓、霸州高桥尚家笙、保定
陶埙等传统表演道具，动静结合，与
视频内容互为呼应。冬奥故事板块
则以冬奥会奖牌、火炬等的文化内涵
鉴赏为主。

北京冬奥会恰逢中国传统节日

春节，展厅中也布置了与年俗相关的
非遗作品，色彩斑斓的蔚县剪纸，寓
意吉祥的武强木版年画、喜庆红火的
藁城宫灯，以及饶阳虎头鞋、丰宁铁
艺灯笼等，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儿。

在展厅正中，摆放了一座高 158
厘米的大型秸秆扎刻作品《复兴楼》，
这是廊坊永清县的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徐艳丰带领子女历时 1400
天完成的作品。作品使用高粱秸秆
50 万节，层高 7 层，建筑飞檐 56 个，
寓意各族人民大团结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根据北京冬奥会筹办相关安排，
“文化中国”展示体验活动在北京、延
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冬奥村（冬残奥
村）同步举办。三地的展示既有关
联，又各具特色，通过不同视角来展
示中国传统文化，让本地观众见证

“家门口”的冬奥，收获更加丰富的文
化体验。

据悉，本次展示活动由北京冬奥
组委文化活动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
厅组织，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参与实
施。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北京冬残奥
会结束，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媒
体和工作团队能够在比赛期间领略
河北的风土人情，感受中国文化的独
特魅力。

传统文化迎冬奥 非遗红火过大年

河北非遗亮相张家口冬奥村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智慧餐厅面积约3680平方米，赛时将为全
球媒体记者提供中餐、西餐、快餐等各类餐饮选择。智慧餐厅采用了十
余款全自主研发的智能餐饮设备，在疫情防控的环境下，可最大限度地
节省人力，避免过多的人员交互。

▶2月1日，就餐人员在智慧餐厅体验智能送餐服务。
▼2月1日，就餐人员身后的智能炒菜机器人正在工作。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探 访 北 京 冬 奥 会
主媒体中心智慧餐厅

1月31日，除夕。
清晨 6 时，天还未亮，张家口赛

区气象装备保障团队成员王旭海和同
事们就陆续起床，核酸采样、吃饭，
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临近冬奥，气象保障工作这根
弦，绷得越来越紧了。“早上 6 时起
床，是我们的常规工作时间。如果遇
到下雪、大风、寒潮、大雾等恶劣天
气导致设备故障，即使半夜也得上
山。”王旭海说。

张家口赛区气象装备保障团队成
立于 2020年，由全省气象部门中具有
雷达运行保障、计量检定、自动气象
站保障等专业特长的 16人组成，分成
古杨树场馆群和云顶滑雪公园两个组
别，每组 8 人。王旭海所在的是古杨
树场馆群组。

北京冬奥会是第一次在大陆性冬
季季风气候条件下举办的冬奥会。为
了实现“分钟级、百米级”的精准预
报目标，保障冬奥会顺利进行，张家

口赛区部署了历届冬奥会密度最高、
种类最全的冬奥会气象综合观测系统。

仅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周围的自
动气象站就有 11 个，这些自动气象
站的监测数据是精准预报的基础。赛
区气象装备保障团队正是这些可靠数
据的守护者，是冬奥气象保障的“排
头兵”。

早上 8 时，通过气象监测平台，
王旭海和同事们发现位于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 K 点的一个自动气象站数据时
断时续。

通过分析，他们判断，可能是采
集器或者通讯模块出现了故障，必须
尽快去现场维修。

王旭海和其他 5 名同事准备完配
件和工具，经过审批后，就赶紧驱车
奔赴现场。

这个气象站位于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大跳台和标准跳台中间，虽然只是
在半山腰，但也要登上十几层楼那么
高的台阶才能到达。

这些台阶全都是钢板搭建的，且
前一天晚上下了雪，再加上背着 20多
公斤重的设备，尽管他们准备了登山
杖，走起来还是步履维艰，有时不得
不手脚并用。风渐渐大了起来，发出
呜呜的声响，时不时卷起积雪打到他
们脸上。

经过 20 多分钟的攀爬，6 个人终
于到达了自动气象站所在的位置。他
们顾不上休息，就赶紧掏出工具检查
维修起来。

通过排除，最终确定是采集器的
故障。换新的采集器需要进行重新设
置，由于室外温度太低，严重影响笔
记本电脑工作，他们换了三台笔记本
电脑才最终完成采集器更换。为了确
保数据传输正常，他们又在凛冽的寒
风里原地待命半个多小时，得到后台
收到准确数据的答复后才下山。

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室外待了4
个多小时，他们的眼镜结了霜，全身
都快被冻麻了。

回 到 驻 地 ， 已 经 是 下 午 2 时 多
了。简单收拾收拾，吃过“午饭”，他
们又开始了日常的观测和巡检。

“尽管这个春节不能和家人团聚，
能参与到冬奥气象服务保障工作中，
我们还是感到很荣幸。我们都在全力
以赴，有信心做好冬奥气象装备保障
工作，时刻准备接受检验。”王旭海信
心满满地说。

四个多小时，全身都快被冻麻了
——张家口赛区气象装备保障团队除夕维修记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注 册 记 者 进 环 记
河北日报记者 张 镜 霍艳恩

云顶滑雪公园医疗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今天虽然是除夕，但云顶滑雪公
园的冬奥会比赛2月3日就将开始，所
以我们必须抓紧赛前的每一分钟，不
断充实自己。”1月31日，云顶滑雪公
园A、B场地场馆医疗官董士民和C场
地场馆医疗官王天俊告诉记者，云顶
滑雪公园的医疗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
绪，两支分别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和河北省人民医院的医疗保障团
队，将继续在训练保障和流程演练中
不断提升医疗保障能力。

云顶滑雪公园是张家口赛区最早
开始冬奥会比赛的场馆。该场馆设
A、B、C竞赛场地，其中A、B场地包
括坡面障碍技巧、障碍追逐、平行大
回转、U型场地技巧4条赛道，由河北
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冬奥医疗保障团队
负责医疗保障；C 场地包括空中技巧

和雪上技巧两条赛道，由河北省人民
医院冬奥医疗保障团队负责医疗保障。

1 月 31 日一大早，两支保障团队
的值班人员就来到各自的岗位，为在
这里训练的国内外运动员提供医疗保
障服务。“昨天到现在崇礼一直下雪，
风比较大，气温比较低，运动员训练
受伤风险增大，我们每一位现场保障
人员都聚精会神，时刻准备投入救治
工作。”身为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
诊科主任的董士民告诉记者，除夕
夜，该院冬奥医疗保障团队会一直在
雪道边“站岗”到晚上9时多。

历届冬奥会数据显示，雪上赛事
运动员受伤风险相对较大。基于以往
数据的预测显示，云顶滑雪公园接受
医疗救治的运动员人数，可能占张家
口赛区的80%左右。

为确保云顶滑雪公园每一位参赛
者的健康安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
院和河北省人民医院分别抽调 48名和
23 名专家，组建了各自的冬奥医疗保
障团队。他们除参与各自区域内救治
工作，还负责各自区域内的运动员医
疗站、工作人员及媒体医疗站。

“我们这支队伍组建两年了，也扎
扎实实准备了两年。”董士民说，该院
超过100名冬奥医疗保障医生经过两年
培训，参与过国际雪联世界杯、冬奥
会测试赛等赛事保障服务，选拔出了
最符合“快速、安全、规范、有效”
训练要求的 48 人团队，于 1 月 22 日来
到崇礼，进入闭环投入冬奥会医疗保
障工作。

1 月 22 日，我省多地下雪，河北
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冬奥医疗保障团队

花了 10个小时才赶到崇礼。加上医疗
物资安置、人员入住等多个环节，队
员们休息时已是第二天凌晨 3 时。不
过，1月23日早上6时多，他们就起床
开始了训练保障和流程演练。

据介绍，此次进入云顶滑雪公园
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和河北省
人民医院冬奥医疗保障团队除保障国
内外运动员进场训练之外，还各自制
定了工作计划，总结过去两年培训中
的重点、难点、易错点，一次次踏勘
场馆、开展全流程演练，抓住一切机
会在赛前不断提升队员们的医疗保障
能力。目前，包括人员、设备、物
资、流程等在内，云顶滑雪公园各项
医疗保障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保障人
员也将心理状态调整至最佳，准备在
冬奥会赛事期间接受检验。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注册记者
如何进入闭环？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回。

2 月 1 日，农历虎年大年初一。早
上 7时，记者乘坐高铁从石家庄出发，
一路辗转，于下午1时左右抵达延庆赛
区的媒体酒店——北京八达岭希尔顿
逸林酒店前，一圈带有北京冬奥会标
识和“BEIJING2022”字样的蓝色围挡，
提醒记者已经来到了北京冬奥会闭环
的边缘。

经过联系，隔着蓝色围挡上的两
个窗口，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耐心
向记者讲解了进入闭环需要查验的材
料。北京健康宝、行程码、疫苗接种证
明和 96 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报告材
料……按照要求，记者依次向工作人
员进行出示。认真查验后，工作人员答
复：“你们可以进环了。”

蓝色围挡打开一扇门，工作人员
帮助拉着行李，引导记者走进酒店。

迎面而来的“冰墩墩”“雪容融”，
四处悬挂的红灯笼、中国结……在酒
店进门处测量体温后，记者去前台办
理入住手续，热情的前台工作人员提
醒记者进行一下手部消毒。再次查验
过记者的疫苗接种证明和核酸检测报
告等材料，工作人员询问记者房费的
支付方式，记者通过提前下载的数字
人民币APP顺利完成了支付。

进入闭环，每天的核酸检测必不可

少。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早上6：30—8：30
和晚上8：00—10：00，酒店提供核酸检
测服务。如果当天错过核酸检测，次日
就不能离开酒店。

“请在闭环管理线内活动。”办理
完入住手续，拿到房卡，记者注意到，
消毒机器人在酒店大堂内来回作业，
电梯间也摆放着手消毒凝胶，前来入
住的中外记者逐渐增多。拉着行李，记
者来到房间，正式完成了入住。

1 月 31 日，张家口赛区气象装备保
障团队成员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进行
气象装备维修。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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