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区健身操舞协会会长

那个夏天燃起的热情延续至冬奥

刚毅

北京燃气集团五分公司生产运营部经理

曾保夏奥燃气安全 如今冬奥为国展旗

倪志国

刚毅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 她出
生在体育家庭， 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
名体育记者， 同时担任东城区健身操
舞协会会长。 机缘巧合， 2008年北京
奥运会举办之际， 她又成为了一名奥
运会的赛事志愿者。

“我作为2008北京奥运会百万志
愿者的一员，荣幸地参与了拉拉队志愿
者的服务，深刻感受和亲身体会到构建
符合时代要求的 ，与 ‘硬件 ’相匹配的
‘软件’ 的含义和标准就是微笑。 我们
拉拉队志愿者在给加油注入微笑的同
时， 也在为微笑加油。” 刚毅回忆道。

刚毅与拉拉队的不解之缘早在
2005年就开始了。 当时， 获悉第二年
北京市要举办文明拉拉队大赛， 她第
一时间就开始了策划组织工作。 从社
区和公园晨晚练入手， 在图书馆和网
络搜集相关资料， 制定培训计划， 通
过各种途径， 联系训练场地。 从2006
年建立的第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 “环
京拉拉队” 开始， 到2008年奥运会结
束， 拥有了由社区居民为主体， 相关
街道单位为支柱， 部分爱好者和追随
者为辅助的近百支社会拉拉队， 每队
人数从50人至200人不等， 总人数近两
万人， 覆盖了十几个区县。

2008年， 从奥运会每次的 “倒计
时” 活动、 拉拉队风采展示活动到奥
运 “标志” “主题” “吉祥物” 等的
发布仪式、 奥运圣火抵京欢迎仪式以

及 “祥云火炬” 接力启动
仪式的现场， 刚毅带
领的拉拉队均是主
力军之一 。 其他
相关奥运任务 ，
也几乎 都 活 跃
着拉拉队的身
影 。 在当时 ，
国内外的宣传
平台上， 他们都
是焦点之一。

“我们协助奥
组委和中央电视台完
成了拍摄拉拉队主题歌
《万众一心》 和 ‘奥运加油手
势 ’ 宣传片的任务 。 我们还和丰台 、
朝阳、 海淀等多个区县合作策划组织
文明拉拉队大赛、 文明拉拉队风采展
示。” 对刚毅来说， 那个火热的夏天，
至今难忘， “当时是2008年6月初吧，
受奥组委召唤接受了奥运会、 残奥会
开闭幕式看台互动指挥的任务， 我成
为一名光荣的赛会志愿者， 并担任领
导小组成员 。 我们在短短四十天的
时间内， 从全国25个省市和北京十多
所高等院校上万名学生中， 选拔出来
了500名 （男女各半） 志愿者互动指挥
员队伍 ， 代表志愿者的形象， 与观看
开幕式、 闭幕式的观众零距离接触。”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当日 ，
刚毅带领团队的志愿者， 上午9点准时

在 国 家 体 育 场 集
结 ， 开始发放贵宾席

礼包等准备工作，志愿者们
不顾炎热的天气，不怕劳累，在下午4点
30分准时到达了各自在看台的岗位 ，
500名引导员志愿者带着对奥运会的美
好祝愿，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
式上， 与全球超过40亿的观众共同见
证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伟大历史时刻。

2022年冬奥会， 市总工会聘请刚
毅作为专家、 导演， 负责火炬传递主
会场的表演。 这次， 刚毅的主要工作
是策划、 编排、 审核节目。 “冬奥会
与2008年不同。” 刚毅说， “受疫情影
响， 到现场的人员很有限， 而且要严
格执行防疫措施， 我们所有志愿者都
非常配合。”

此次北京冬奥会的火炬传递从奥
森公园出发， 主会场的演出也在这里。

刚毅带领团队编创了 《冬奥来了》 等
多支健身操舞。 从去年6月开始， 根据
一系列冬奥音乐作品， 将健身操舞作
为载体， 进行冬奥知识宣讲。

今年1月接到火炬传递指挥部邀
请， 审核体育展示类节目。 在石景山
等地， 刚毅对基层选送的节目进行了
具体、 细节的指导： “要突出所有队
员、 要体现迎接圣火的喜悦心情、 要
与冬奥元素结合……既动感时尚， 又
突出传统体育项目。” 刚毅说。

让刚毅最为开心的是， 这次参与
演出的志愿者年龄普遍年轻， 绝大多
数为在职职工， 节目编排中不仅有传
统体育项目 ， 还加入了跳绳 、 街舞 、
花式篮球等年轻人喜爱的项目。 “通
过冬奥舞台， 我们向世界很好地展示
了今天的中国文化、 时尚又多元。” 刚
毅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边磊

□本报记者 赵思远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现场，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环节， 176名
代表手手相传， 将国旗郑重地交给国
旗班。 传递国旗的代表，有国家功勋人
员 、56个民族的代表和各行各业的代
表。 其中，就有来自北京燃气集团五分
公司的全国劳模代表倪志国。 “非常荣
幸能够作为全国各行业的先进楷模代
表参加冬奥会开幕式， 让全世界看到
我们燃气人的新时代风采。” 倪志国激
动地说道，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自
己手中缓缓传递、 稳稳前进时， 我真
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内心
感到无比激动和光荣。”

能在冬奥会开幕式上传递国旗，说
明倪志国在岗位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
2014年，在第十二届全国高技能人才表
彰大会上， 倪志国获得了 “全国技术
能手称号”。 这份荣誉是1998年入行以
来， 对他匠心学艺、 一心在岗的最好
肯定 。 在单位 ， 他永远是学得最苦 、
干的最勤的那个人。 他找来管道维修
的各种书籍， 力争把作业程序、 技术
标准读深吃透 。 上班总是向老师傅
“取经”， 下了班还要自行 “加练”。 早
在2004年北京市举办的 “新世纪北京
首届职业技能大赛” 上， 年仅24岁的
倪志国以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裁判

们的一致认可， 取得了输气管线维护
工第一名的成绩， 也因此被破格晋升
为高级技师。 日常工作中， 他还坚持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发现隐患及时
排除” 的工作原则， 班组每年平均发
现排除各种燃气隐患30余处， 是五分
公司离不开的 “燃气安全专家”。

基本功扎实的倪志国在工作中特
别注重发明和创造 ， 通过反复试验 、
验证， 研究出了多项发明， 大大提高
了生产一线的工作效率。 针对管网图
档门类繁多不便查阅的难题， 他提出
由班组职工将管网设施图档按区域划
分， 绘制装册并建立图档目录的建议，
实现了图档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 ，
使查找图档资料的时间缩短4倍以上。
在燃气管线检测工作中，他综合利用各
类仪器设备的互补性开展检测，使管线
漏气检测的覆盖率比原有工作方法提
高了30%。 经过对维修工具梅花扳手的
研究、反复估算和尝试，设计制作出异
形梅花扳手，不但解决了在拆装压兰时
不易操作的难题，还起到了延长球阀压
兰使用寿命的作用， 同时每次拆装只
用原操作时间的五分之一。 在燃气管
线的检测中， 倪志国经过多次测试提
出当地下燃气浓度与二氧化碳浓度比
例相同时， 二氧化碳浓度低的位置越

接近泄漏点的观点， 此项发现使抢修
时间平均节省了两倍以上。

多年来， 倪志国一直担任五分公
司职业技能竞赛教练员， 还在2014年
参与了分公司内训师的组建和培训教
材的制定，用实际行动推进了五分公司
“以技能大赛为载体，全面培养、打造新
型一线高技能人才队伍” 工作的开展。

同时 ， 倪志国也是 “双奥之城 ”
的保障者和见证者。 2008年奥运会期
间， 为了确保赛事安全， 倪志国每天
都要带领班组职工将该地区的燃气设
备设施检查一遍。 2008年8月中旬的一
天，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 当时倪志国
正在奥运场馆附近进行最后一座闸井
调压设备的井下检测作业。 突然， 他
发现一个截门漏气， 经过两个多小时

的紧张抢修， 终于将隐患排除。 等上
来时， 雨水和汗水早已将工作服全部
湿透。 在他严密的排查下， 奥运期间
有效排除故障15次。 如今， 作为五分
公司生产运营部经理， 倪志国在本届
冬奥会中组织带领五分公司保障团队，
从严管控、 周密部署， 对多处保障场
所进行拉网式排查， 多次开展实战应
急演练 ， 赛事期间24小时在岗待命 ，
为冬奥会期间燃气稳定供应保驾护航。

“冬奥梦交汇燃气梦， 扬帆起航
向未来。 为双奥之城服务保障的经历，
对我来说既是难忘的记忆， 也是进步
的阶梯。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我
将继续树立劳模榜样， 实现技术创新，
全力以赴为首都燃气事业蓬勃发展贡
献力量！” 倪志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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