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汽福田欧辉客车华北分公司服务副总经理

张晓帆

从3辆到515辆
见证氢燃料保障车的“氢”力量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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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 奥运圣火第一次照亮鸟巢 ，
北京绘就了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的历史画卷； 2022年2月4日， 圣火再度点亮
北京。 14年间， 从夏奥到冬奥， 从筹办到
举办， “双奥之城” 书写了历史传奇， 这
其中就有不少 “双奥职工” 的无私奉献。
从2008年到2022年， 来自不同职业、 不同年
龄段的工作人员， 用一颗恒心和对奥运的
热爱， 为双奥倾心服务。 本报记者采访了
六位 “双奥职工”，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双奥
经历。

霍晓阳

从城市志愿者到
志愿服务专职工作者

□本报记者 边磊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
14年时间， 我见证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 也见证
了汽车工业智能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北汽福
田欧辉客车华北分公司服务副总经理张晓帆说。

回忆起自己的双奥经历， 张晓帆充满了自豪。
2003年， 福田欧辉客车成立并生产了第一台客车。
2004年， 刚刚从中国农业大学汽车运用工程专业
毕业的张晓帆进入了福田欧辉工作。 凭借扎实的
专业技术， 张晓帆很快被任为福田欧辉客车北京
市场部服务经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 福
田欧辉客车研发制造了第一代氢燃料客车。 这款
氢燃料电池客车被2008年北京奥运会选定为新能
源示范运行车辆并开设北京奥运专线运行。

“2008年， 我刚25岁， 那时候我的技术和现
在比起来比较青涩， 需要技术和经验更丰富的同
事带着解决问题。 作为新能源示范运行车辆， 当
年我们只有3辆氢燃料客车。” 张晓帆回忆说。

张晓帆依然记得，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
半个月， 他们就入住北土城的公交场站。 “当时
住的是临时建筑， 6人一间屋， 上下铺， 有空调，
氛围很热烈。 那时候的工作是车辆点检， 按照规
范要求对车辆进行逐项检查。”

“14年后， 我有幸参与北京冬奥会服务保障
工作。 相比2008年， 现在的整车技术先进了很多，
后台的智能监控平台可以监测车辆状态， 随时发
现车辆问题， 提高检修效率。” 张晓帆说。

即便如此， 从2月1日到2月4日最忙的那几天，
服务保障人员每天只有2个小时睡眠时间。 直到比
赛开始后， 他们才调整为一天三班倒休。

本届北京冬奥会， 张晓帆负责的北京赛区冬
奥车辆保障， 涉及四个场站、 百条线路。 自1月21
日正式服务冬奥会开始， 他每天都会组织人员进
行车辆发车前点检， 从灯光、 制动、 底盘再到内
饰整体检查， 一旦有问题便会及时扣车进行维修。

随着技术的发展， 目前福田欧辉的氢燃料客
车已发展至第四代，搭载全气候耐极寒动力电池及
双电机无动力中断驱动系统， 可以实现-30℃极
寒低温启动和-40℃极寒低温存放和停机自动保
护。 氢气加注10-15分钟， 续航里程就可达400公
里以上， 可完全满足冬奥会期间的接驳运营需求。

“2008年我们只是3辆氢燃料车示范运行， 如
今有515辆氢燃料车投入冬奥会运营保障工作， 仅
一个场站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我们已经成为北京
冬奥会专用车运营保障的主力。”张晓帆自豪地说。

北京冬奥会期间， 张晓帆和同事们每天都要
对车辆进行点检， 大到动力电池状态， 小到底盘
上的每一个螺母， 都要仔细检查。 因疫情防控措
施， 所有车辆返回来需要先进行消杀后再进行检
查。 “冬奥会期间， 大家工作特别繁忙。 现在我
的生物钟已经形成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 6点出门
的状态。 因为每天平均要接约150个电话， 手机一
直在充电状态。 北京冬奥会用车保障是我的一部
分工作， 我还要负责马上召开的两会用车保障协
调。” 张晓帆说起自己的工作， 充满了干劲儿。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工作人员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时， 我刚从外交学
院毕业， 工作地点在东城区东四地区。 因为有一
定的外语水平和重大赛会志愿服务经历， 我被分
配到东四奥林匹克体育文化中心和东四奥林匹克
社区博物馆做城市志愿者， 在保证正常工作的同
时， 平均每天还要提供4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中
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工作人员霍晓阳说， “我还清
楚地记得， 2008北京奥运会首个办公地点青蓝大
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地区， 以东四地区为代
表的老北京风情、 北京胡同文化带给各国运动员、
媒体记者全新的生活体验、 浓厚的文化气息。 东
四地区居民百姓对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也非常期待，
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以奥林匹克命名的社区———
东四奥林匹克社区。”

2008年时， 霍晓阳作为志愿者， 服务内容除
了日常的人员引导、 信息咨询、 应急救助等， 还
承担着向海内外友人介绍北京风土人情的语言翻
译等任务。 在此期间， 适逢时任国际奥组委名誉
主席萨马兰奇为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博物馆题字、
印手模， 她全程做了引导和介绍。 另外， 还担任
时任国际残奥委主席克雷文参观残疾人温馨家园
讲解员， 向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夫人介绍
北京市民日常体育锻炼迎接奥运的场景等等。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期间燃起了我做志愿的
火花， 那么此后十多年来， 在弘扬和践行 ‘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的过程中， 经过一次
次的磨练， 我已经深深地热爱上了志愿服务这项
高尚事业。” 霍晓阳说。

奥运会结束后， 霍晓阳跟随 “当代雷锋” 孙

茂芳， 发起组建工作室。 工作室积极招募志愿者，
孵化志愿服务项目， 引导企业、 社区、 学校开展
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传播雷锋精神。 当时开展
了一些活动， 比如招募北京大学等高校学子义务
教社区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鼓励志愿者与孤寡老
人、 贫困青少年、 残疾人度过中国传统佳节等，
深受人们欢迎。 那时每逢周末节假日， 霍晓阳都
在志愿服务岗位。 因为孜孜不倦做公益， 她被评
选为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

2017年， 霍晓阳转岗到了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 主要从事志愿服务宣传教育工作， 从一名志
愿服务团队负责人变成了志愿服务的专职工作者。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到来， 东四街
道成为了 “双奥社区”， 而霍晓阳也在2020年经组
织选调， 到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工作。 在参与
综合部文秘写作和组织协调等日常工作之外， 她
还有一项任务， 就是协调京冀两地开展城市志愿
者工作， 培育和建设讲文明、 重礼仪 、 热情高、
素质好的城市志愿者队伍。

“从大学期间第一次做志愿者， 到现在已经
有十五年。 梳理起来， 我从一名普通的志愿者 ，
成长为志愿团队的负责人， 又成长为志愿服务工
作者， 如今投身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事业中。
我觉得， 支撑志愿服务的不仅仅是一腔热情， 更
多的是一种情怀和信念。” 霍晓阳坚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