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炬接力那天， 我的心情
既激动又温暖， 是长子营镇的乡
亲们培养了我 、 成就了我 。 今
后， 我一定带领小黑垡村越变越
好！” 日前， 在大兴区长子营镇
健步走活动启动现场， 北京冬奥
会火炬手、 长子营镇小黑垡村党
支部书记韩森将象征着 “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 奥林匹克
精神的火炬带到了活动现场， 用
火炬 “微传递” 的形式让参与者
近距离感受奥林匹克精神。

记者了解到， 小黑垡村地理
位置比较偏僻， 没有产业基础，

曾经是北京市级低收入村。 担任
村支书后， 韩森带领全村干部群
众发展特色产业 、 探索林下经
济 ， 让 “小树林 ” 变成 “聚宝
盆”，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我
身子骨硬朗， 韩书记领着我们搞
林下经济， 我一年挣了3万多块
钱呢！” 村民徐树芝说。

摘掉低收入村的 “帽子 ”
后， 小黑垡村党支部还牵头成立
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 采取 “党
支部+合作社” 模式， 建立 “农
户入股+保底分红” 的利益联结
机制， 依托2600余亩林地资源，

建成97个林菌大棚 ， 种植120亩
百合， 50亩胡萝卜、 辣椒， 养殖
5000余只 “溜达鸡”， 为村民带
来了实惠。

镇域内6名在不同领域做出
突出贡献的快递小哥 、 公安干
警、 机关干部等受邀在现场传递
火炬。 作为参与者之一的五星志
愿者佟天维激动地说： “触碰到
火炬的那一刻， 感觉十分神圣，
这种感受我终生铭记， 我一定加
倍努力， 以真正的火炬手的标准
要求自己 ， 把冬奥精神根植于
心， 付诸于行。”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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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海芹

山路“实战”
守护赛区道路安全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 延庆奥运村、 民俗
小镇 、 园区道路 ， 共计14条道
路、 2个停车场、 1个集散平台，
合计约21万平方米， 这是北控城
服冬奥会项目团队在北京2022年
冬奥会中的服务范围， 主要承担
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 餐厨垃圾
就地处理、 道路综合清扫保洁 、
除雪铲冰、 分类收集容器及作业
车辆设备配置等任务。

2020年11月， 北控城服冬奥
会项目团队成立。 因为项目位于
海陀山区域， 属于山区气候， 11
月即进入降雪期。 赛区作业道路
属于盘山公路， 照明条件十分有
限， 道路安全隔离栏还没有完
全安装， 且均为夜间作业。 加之
山路陡峭， 多是一边山一边悬崖
且无护栏， 无疑困难危险重重。
项目团队成立不久， 就接到了首
次 “实战” 任务： 延庆赛区迎来
了一场降雪， 雪量不大， 但持续

时间长。 项目管理人员组织司
机队伍进行了一次36小时不停
歇的作业， 两天一夜里， 大家没
有合眼， 但没有一个人停下， 用
实际行动守护着冬奥赛区道路安
全。

“智慧环卫”体系
实现作业数字化管理

“我们构建了AI路线系统，去
提高环卫作业的合理性。 ”对于如
何将“智慧环卫”体系应用到具体
工作中， 北控城服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一系统可以根据最短路线、
最大作业量原则， 完成智能路线
规划与实时调配， 实现作业压力
均衡、作业路线优化和自动调配，
满足收运、 道路清洁等不同环卫
作业需求。

比如， 在作业区域规划以及
排班等方面， 该项目团队实现了
智能化管理， 可以根据人员职责
划分作业区域， 量化作业内容和
考核目标， 实现定人、 定岗、 定
职、 定责。 同时， 基于线路、 人
员 、 工作时长 、 天气等排班条
件， 采用自适应弹性算法， 解决
排班不均、 效率低下的问题， 通
过多指标联动， 实现人员绩效精
准考核、 数字化管理。

此外， 通过远程视频监控 、
车辆实时定位、 运行轨迹监测和
车辆油耗管理等手段， 可以对作
业车辆进行全方位远程监控管
理， 实现精细管理和成本动态管
控， 对环卫作业全方面监管。

通过移动闭环应用， 项目团
队还实现环卫一体化管理。 即通
过APP、 小程序， 为环卫职工提

供在线申请、 作业反馈、 移动巡
检等， 实现调度中心实时处理；
提供收运点申请 、 车辆位置查
询、 推桶提醒等， 监管垃圾产生
的源头， 打通收运端和商户端服
务， 实现环卫一体化闭环管理。

“浴雪”奋战
确保冬奥赛事顺利进行

2月13日凌晨， 延庆冬奥赛
区迎来了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的
第一场雪， 北控城服冬奥会项目
团队坚持 “绿色除雪 、 边下边
除、 雪中路通、 雪停路畅” 的原
则和 “先保证通行 、 再向外延
展” 的工作思路， 从凌晨4时开
始， 采取机械为主、 人工为辅、
人机结合的方式， 连续奋战了10
多个小时， 确保了赛区内各条道

路始终畅通。
由于赛区内环境比较特殊 ，

主要道路皆为盘山公路， 坡陡弯
急， 对除雪机械安全作业要求非
常高； 赛区内共有16个停车场，
且每个车场始终有车辆频繁出
入 ， 对机械作业效率影响非常
大； 冬奥村建在山坡上， 内部各
个组团之间的甬道近30条， 各类
台阶式通道11条， 机械作业无法
展开， 全部需要人工清扫； 还有
十几个庭院和露台， 只能用小型
除雪设备清扫作业。 虽然作业环
境相对难度较大， 但通过北控城
服冬奥会项目团队员工上下齐心
协力、 团结奋战， 始终保证赛区
内交通顺畅。

为了不因降雪而影响赛事 ，
所有职工全时奋战在除雪岗位
上， 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 “能
够 保 证 冬 奥 会 顺 利 进 行 是 我
们共同的责任。” 该项目团队职
工韩立新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
“虽然累， 但我们的心情是愉快
的， 能为冬奥会的顺利进行尽一
份力量， 内心感到无比骄傲和自
豪。”

在号称 “国门第一岗” 的首
都国际机场， 有这样一位礼宾服
务志愿者———中央财经大学信息
学院大三学生严嘉琪， 他的敬业
程度让同伴钦佩不已。

严嘉琪来自新疆昌吉， 由于
患有先天性左桡骨脱臼致使左臂
畸形， 比右臂短了十几厘米， 且
无法过度用力， 一些在别人看来
轻而易举的事， 他可能要用数十
倍甚至百倍努力才能做到， 但他
从未被生活的重压打倒过。 “因
为我从小跟别人不一样， 有些东
西很难做得跟大家一样好， 但是
我知道 ， 很多事情只要努力去
做， 也可以做得不错。”

严嘉琪的父亲是一名水利高
级工程师， 长期扎根于新疆南部
地区， 为当地脱贫攻坚事业无私
奉献， 备受群众爱戴。 2008年北
京奥运会时， 他的父亲曾作为火
炬手参加了奥运圣火传递， 那时
还在读小学的他因此与奥运会有
了第一次 “近距离” 接触。 “父
亲总说， 能服务国家的事就是好
事， 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像那些奥
运会志愿者一样， 为国家的奥运

事业增光添彩， 那该有多好啊。”
严嘉琪把父亲的教诲铭记于心，
也时刻以父亲为标杆要求自己。

不幸的是， 父亲在2020年7
月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梗离世， 这
给了严嘉琪沉重打击， 让他开始
深刻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那
就是做一个传递温暖的人， 能更
多地帮助别人。 他对奥林匹克精
神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 相
信自己可以接过父亲留下的接力
棒， 把父亲的精神传承下去。

成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让
严嘉琪倍感光荣与自豪， 他负责
的是首都机场礼宾服务岗位， 主
要任务是配合礼宾工作人员完成
贵宾接待， 并承担协调现场相关
车辆、 检查行李等任务。 在前期
培训过程中， 英语口语、 防护服
穿脱、 线下实地勘测……他把每
一次培训都当作是对自己的一次
挑战 ， 不漏掉任何细节 ， 很 快
就 熟 练 掌 握 了 礼 宾 志 愿 服 务
的整个流程。

正式上岗后， 这位和奥运有
着紧密关联的年轻人每天兢兢业
业地执行着礼宾任务， 没有丝毫

懈怠。 他很享受帮到他人后的喜
悦和成就感， 还有能以个人之小
我融入家国之大我的幸福感。 他
的奋斗目标就是与同伴们尽全力
守好国门第一关， 并向外国友人
展现中国的热情与风采。

大年除夕当天恰逢境外人员
抵达高峰期， 严嘉琪需要保障的
航班比原计划提前半小时落地，
他和同伴们在摆渡车上换起防护
服 ， 在飞机落地前到达保障区
域， 圆满完成保障任务。 听到因
为高峰期需要部分志愿者在除夕
上岗两次， 他毫不犹豫地揽下这
一任务。 随着跨年的钟声响起，
他和所有坚守岗位的志愿者、 机
场工作人员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除夕。

凌晨3点的首都机场仍然灯
火通明， 工作近十个小时的严嘉
琪的额头上添了一道因为长时间
佩戴护目镜勒出的印痕， 可他的
眼中看不到一丝疲惫， 反而透露
出欣喜， “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高峰期保障工
作， 回去可以睡个安稳觉。 请党
放心， 冬奥有我！”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尹燕斌
“北 京 冬 奥 会 是 开 在

‘家门口’ 的盛会， 是我们每
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想通
过彩绘葫芦与冬奥的结合 ，
用传统文化展现中国式浪漫，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 在平谷熊儿寨乡北
土门村村民赵玉梅灵巧的画
笔 下 ， 可 爱 的 “ 冰 墩 墩 ”
“雪容融” 栩栩如生地跳跃在
葫芦上， “一墩一融” 的愿
望轻松实现。

葫芦作为中华民族的吉
祥物和观赏品， 受到人们的
喜爱和珍藏。 葫芦意为福禄，
有顺利 、 幸运的美好寓意 。
民间有专门的手艺人在葫芦
上赋诗作画 ， 被 称 为 “葫
艺”， 祈求福禄双收。

小小葫芦画， 艺术大乾
坤。 赵玉梅研究葫芦已有十
余年， 通过电烙铁在葫芦表
面烙画、 火绘、 火笔和烫花，
将花鸟鱼虫、 水墨工笔进行
精细雕琢， 具有独特的艺术
风格。

熊儿寨乡地势高 ， 自然
环境优美， 种植的葫芦个头
大、 造型美、 皮面紧致， 属
于上等的精品葫芦。 一次偶
然的机会， 赵玉梅了解到彩
绘葫芦这项技术， 对传统技
术颇感兴趣的她一下就被这
披上绘画外衣的葫芦吸引住
了。 心灵手巧的赵玉梅通过
彩绘技术与葫芦结合， 让观
赏者耳目一新， 带来不一样
的视觉体验。

“一开始我就拿自家种植
的葫芦做实验，这一练就是十
几年，彩绘葫芦对葫芦本身的
品质要求很高，我用的这些葫
芦都是沉淀十几年的精品，这
样的葫芦皮面紧实， 更易保
存。 ”赵玉梅悉心摆弄着这些
大大小小的葫芦，对葫芦画中
的故事如数家珍。

当葫芦遇上冬奥 ， 一幅
幅冬奥元素葫芦画为冬奥增
添一抹独特的“京”彩，散发着
传统文化的温度，蕴含着“中
国式浪漫”。

北控城服“智慧环卫”助力“绿色冬奥”
■2022相约北京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为冬奥会增添一抹独特的“京”彩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赛事背后， 有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保障团队： 为保障场馆道路通达， 雪
夜里， 他们要开车上盘山道路， 除雪铲冰； 为保障场馆及周边环境整洁， 保洁人员要时刻保障道路的
清洁， 及时进行垃圾收运…… “为冬奥会服务， 我们专门构建了符合冬奥会标准的智慧清废保洁管理
系统。” 北控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控城服”）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在服务北京
冬奥会的过程中， 一大特色便是 “智慧环卫”。

冬奥志愿者严嘉琪：实现火炬手父亲的遗愿

冬奥火炬手回乡重温“圣火接力”
平谷葫芦画里的冬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