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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剩20天，北京、延庆、张家口赛区准备就绪——

纵览三地赛区 静待冬奥盛会

即将上演的 2022 年冬奥
会，将使北京将成为历史上首
个同时举办夏奥会与冬奥会的
城市。在已举办的28届夏季奥
运会和23届冬奥会的所有城市
中，北京能唯一摘得“双奥之
城”桂冠，很大程度上与冬奥会
的承办条件严苛有关——气候
和纬度、气象指标、赛地地理环
境、雪量雪质、场馆再利用各项
要求缺一不可。

本届冬奥会，北京赛区共
有6个竞赛场馆，分别为国家游
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国家速滑
馆、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

心、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举办短
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
冰球、冰壶等所有冰上项目，以
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1个雪上
项目。

目前，北京赛区各场馆的
准备都在紧密进行：为顺利推
进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前
境外涉冬奥必要人员提前来华
闭环工作和疫情防控工作，国
家体育馆“冰之帆”从2022年1
月6日0时至1月23日0时采
取小闭环管理模式；1968年建
成的我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馆
——首都体育馆，在经历1971

年中美乒乓球友谊赛、1981年
男子冰球世锦赛、1990年北京
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
诸多国际赛事后，已经为本届
冬奥会完成第三次“闭关”改
造，从花样滑冰到短道速滑两
小时即刻实现“转场”。

作为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
项目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同
样备受关注，这是本届赛事唯
一位于中心城区的雪上项目举
办地，也是世界上第一例永久
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
被称作“雪飞天”的它已经成为
北京市区新地标。

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剩20天，本期“冬奥
百科”，让我们将目光锁定将承办各项目竞赛争夺的三地赛
区：北京、延庆、张家口，继续全面感受冬奥魅力。

2015年7月，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之后开启
的准备过程，每一步都走得相当稳健，成果出彩：目前包括延庆在内，三地赛区的场馆
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就绪，科技元素成为筹办工作新亮点；区域协同发展驶入快车道，
北京“双奥之城”名片越加熠熠生辉——以“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为引
领，冬奥筹办正在进行最后阶段冲刺。

根据统计，从2021年10月5日至12月底，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地赛区的8个竞赛
场馆，共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来自境外的2000
余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工作人员参赛。从疫情防控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到完全对标
赛时运转标准，“全要素测试”精益求精，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打下了坚实基础。

河北省张家口市，地处京晋
冀蒙交界处，地势险要，被称作

“塞外山城”。阴山山脉横贯全
市，划分坝上、坝下两个区域，全
市天然原森林和次森林200多
万亩，平均森林覆盖率在30%至
50%以上，是距京津最近的拥有
原始森林的地区。夏季林海茫
茫，是避暑消夏好地方。冬季白
雪皑皑，是滑雪旅游天然胜地。

本届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共
有4个竞赛场馆，分别为云顶滑
雪公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
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将举办跳台滑雪、越野滑雪、

北欧两项、自由式滑雪、单板滑
雪、冬季两项等雪上项目比赛。

作为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
主要比赛场地，过去多年的筹备
过程中，张家口完成了云顶场馆
群改造建设，新建古杨树场馆群，
还推进了76项冬奥项目建设，编
制了住宿、餐饮、医疗、安保、交
通、志愿者等方面服务保障方
案。在张家口崇礼冬奥核心区的
古杨树场馆群中，一柄“如意”雄踞
雪原；在这个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面
前的两侧山谷，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坐落其间；

“冰玉环”将三者“缀珠成串”。

延庆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距
市区74公里，总面积1993.75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31.6万，是首都生
态涵养发展区，气候冬冷夏凉，素
有“北京夏都”之美誉，在举办冬奥
会的带动下，目前正依托丰富的冰
雪资源，全力打造“冰雪之城”。

根据安排，延庆赛区共有2

个冬奥会竞赛场馆，分别为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届时将举办高山滑雪、雪车、
雪橇等雪上项目比赛。其中，位
于延庆赛区核心区北区的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最高处达到
2198米，是北京冬奥会所有赛
场的“第一海拔高度”，是我国首

个、也是目前唯一符合冬奥会标
准的高山滑雪比赛场地，也是当
今世界难度最大的高山滑雪赛
道之一，总占地面积 432.4 公
顷，全长21公里，共设有7条雪
道，其中3条为比赛赛道，4条为
训练道，赛道全长9.2公里，垂直
落差约900米。

遥望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宛
若一只振翅欲飞的燕子，被称为

“雪飞燕”的它，还有多重设计理
念蕴于其中：如向中国传统文化
致敬，尤其是“王次仲落羽化山”
的传说。再者，2008年北京夏季
奥运会开幕式场馆，便是鸟巢国
家体育场，这里也是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场馆，延庆赛区的“飞燕”
与鸟巢国家体育场遥相呼应；此
外，燕子是北京吉祥之鸟，寓意吉
祥如意，北京城古代也称为“燕
京”——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这7
条赛道直上云霄，如飞燕腾空，又
因运动员在赛道飞驰，如雪上飞
燕，“雪飞燕”的诠释极为生动。

“双奥之城”写就历史北京赛区

延庆赛区 “雪飞燕”振翅待翱翔

“雪国”韵味静待呈现张家口赛区

本报记者 王晨征
■约7.5米高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
日前在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奥林匹克景观大道南端亮相 新华社图

没有耗费太多时间，或许是基于“乱世用重典”“快刀斩
乱麻”的综合考量，昨日CBA联盟以“雷厉风行”的态度，针对
1月14日北控对阵上海、宏远交手辽宁两场比赛的冲突各方
开出罚单，力度之大堪称近年少有。

分开解读，由于赛中、赛后连续出现“相互指责并使用侮
辱性语言”的行为，北控队主教练马布里、上海队主教练李春
江，被“各打五十大板”，均处以“停赛2场、罚款人民币10万
元”处罚。而无论球迷还是媒体，更大程度上均是对从“动
口”升级到“动手”的“粤辽罚单”不明就里——

根据CBA联盟还原细节：“（比赛）进行到第三节剩余5分
39秒时，韩德君在与威姆斯对位攻防过程中倒地，裁判员鸣
哨判罚双方犯规，申请录像回放过程中，韩德君起身走向广
东队挥拳击打威姆斯，威姆斯进行了回击，造成冲突升级。
后经裁判员和场上其他球员劝阻，事态平息”。处罚为韩德
君停赛（共计）7场、罚款人民币20万元，威姆斯停赛（共计）5
场、罚款人民币14万元——通过文字展现的这段表述，与转
播画面所呈现基本差别不大，然而平地一声雷，韩德君起身
后径直冲向威姆斯挥拳相向，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之所以如此，大抵是韩德君素来的“温和”形象早已深入人
心，这位性格内敛的内线悍将，每次下场时对于观众的鞠躬致
谢动作令外界印象深刻，然而这并不应该成为此次“动手”的理
由。需要注意的是，威姆斯同样并非“麻烦制造者”，即便此次
进攻动作过大（确实造成韩德君鼻部受伤），裁判员也会给出进
一步吹罚——换句话讲，韩德君如果没有一时上头，威姆斯此
次犯规（如果有）也不至于招致停赛5场、罚款14万元。

由此继续追溯，在背对韩德君、却突然遭遇对方攻击的情况
下，威姆斯何种反应才能算作“没有回击”？很明显的镜头是，在威
姆斯还没有察觉时，易建联已经伸手将其拉向后方、躲避攻击……
而较之威姆斯的这张罚单，韩德君停赛7场、罚款20万元的处理，是
否又显得尺度不一？毕竟其“率先发难”是此次冲突的直接诱因。

作为目前CBA联赛热度最高的两支球队，粤辽相遇自然
备受关注，此次突发事件也迅速成为关注焦点，好在宏远男
篮主教练杜锋及球员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将韩德君、威姆斯
分开，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相信韩德君在冷静过后也
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威姆斯或许更多是无奈和不解，其中心
情不难揣度：“被打之后，还要被罚吗？”……

被打之后再被罚？
粤辽罚单失偏颇！

本记短评快 ■王晨征

■今日15:00
常规赛第 23
轮广东东莞大
益队对阵浙江
广厦，威姆斯开
始5场停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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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聚焦学生所思所需

东莞日报：东莞市商业学校在党
建引领、思政护航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和实践？

莫锦谦：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
任务，新时代中职学校必须要紧紧围
绕这一根本任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学校教育
教学活动转化为学生的思想和行动，
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这既是新时代职业学校思政工作的
主要功能，也是新时代职业学校党建
工作的核心任务。

面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中职
学生，党建工作重在发挥“政治引
领”作用，思政工作重在发挥“价值
引领”作用。这两个“引领”中，“价
值引领”的核心是“政治引领”，职业
学校的党建工作应是思政工作的

“魂之所系”。做好职业学校学生的
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引导职校
学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不断
提升政治认同素养，使他们成为未
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力军，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成为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

在引领途径上，依托《浩歌党课》
党史教育系列课程，以红色经典歌曲
为导引，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主线，创新采
用“演唱+演讲”的形式，对青少年开
展走“新”和走心的党史教育。将《浩
歌党课》融入到课堂教学这一育人的
主渠道中，同时发挥思政课程育人的
关键课程作用，使各类课程与党史学
习同向同行，充分发掘各类课程中的
思政教育元素，努力实现职业技能和
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形成“大思
政”工作体系。

按照“三全育人”工作体系构建
的要求，职业学校要能够聚焦学生的
所思、所需、所求，实现育人主体、时
间、空间三个维度的有效协同，形成
人人育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的良
好氛围，切实提高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和针对性，努力缓
解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就业压力、
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力争把思想政
治教育落到实处。

各学校优势互补 助力发展
职教产教融合新高地

东莞日报：“十四五”时期，东莞
职业教育发展有个目标，在2025争创
广东省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结合

东莞市商业学校的发展规划，谈谈东
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打造大湾区职
教产教融合新高地？

莫锦谦：大湾区职教产教融合新
高地必定是一个高水平、高平台、高起
点的新态势。这对东莞市的中职学校
在校企深度合作、示范引领方面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独木难成林，必须要加
强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以我校为例，
作为全市5所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
单位之一，要起到引领带头的作用，我
们要优势互补，在“校企精准对接、精
准育人”示范专业，服务区域重点产业
发展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培育一批对
接东莞名优产业和骨干企业。对接重
点产业，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
的“双精准”示范专业，形成高水平专
业群。

在师资建设方面，要强化双向流
动相互兼职，建设一支高水平“双师
型”教师队伍。保证教师深入参与

企业实践，加大“双师型”教师在专
业课教师的比重。深化校企合作，
建设一批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重
点建设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
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为一体的
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拓宽参与途
径，培育一批高水平产教融合型企
业。创造条件引导行业龙头企业牵
头，组建培育一批高水平职教集团。
要健全优化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
教师评价激励机制、德技并修的育人
机制、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并配套
建立职业能力标准体系、多元质量评
价机制等保障机制，为“十四五”时期
顺利实现打造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新高地这一发展目标提供支撑、保
驾护航。

东莞产业体系提供良好职
教办学氛围

东莞日报：乘着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发展的东风，职业教育有哪些发展
路径？

莫锦谦：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职业教育是有大好前景的，国务
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
要地位。职业教育发展有着良好前
景。作为职校，可从招生制度改革、
产教融合、师资队伍打造上着力，进
一步深化改革，转变社会观念，实现
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
重整体性改革。应该紧紧围绕地方
主导产业来构建，让职业教育服务能
力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相匹配。

从广义来说，作为湾区重要节
点城市，东莞职业教育的发展势头

非常足；在职教办学层级结构上，东
莞在中高职职业院校这个层面已基
本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雏
形，即建成了从中职到高职大专再
到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础
框架。

从长远来看，东莞要立足“十四
五”规划，以产教融合为主线，加快
打造大湾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
地。东莞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优
势，借助“十四五”时期打造湾区职
教产教融合新高地的东风，东莞现
有的工业基础和产业体系所提供的
雄厚基础和强大助推力，良好的职
教办学氛围。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构建上，在资源整合、职业教育办
学体制改革方面持续深化，以产教
融合为抓手，逐步形成“大职业教
育”的格局。

本报记者 覃凤春
通 讯 员 张育涛 文/图

高端访谈
东莞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莫锦谦:

持续深化办学改革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既是“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更是“人才强国”战略的组成部分。“十三五”以来，东莞职业教育一直在
探索，并走出了东莞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展望“十四五”，在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当下，职业教育要如何主动对接国家总体战略、区
域发展规划和职教改革趋势，朝着高质量发展的职教路奋进？本报陆续对多位职校校长进行了访谈。

■东莞市商业学校■访谈嘉宾：东莞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
莫锦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