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贺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学工办主任

□本报记者 任洁

今年寒假，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
学工办主任蔡贺作为带队教师， 进驻
北京冬奥会国家体育馆闭环志愿者驻
地工作。 14年前的暑假， 他也同样放
弃休息时间， 参与服务北京奥运会，
两次奥运保障经历， 带给他 “无与伦
比” 的成长。

2008年时， 入职刚满一年的北交
大机电学院辅导员蔡贺接到学校的指
派， 成为北京奥运会媒体村的服务保
障人员， 具体工作内容是作为带队教
师带领学生开展客房清洁服务。 能亲
身在北京参与奥运会这样的世界级盛
事， 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这次经历
让蔡贺很自豪。

整理客房、铺床单、运送物资……
在涉奥酒店带队经理的指导下， 学生
志愿者学到了平时接触不到的很多知
识，迅速完成了角色转变。 在4个带队
老师中，蔡贺比其他3人大一岁 ，所以
很多事都冲在前头。 考虑到大家要在
驻地待上一个暑假， 他们组织了很多
集体活动，包括篮球赛、联欢会、收看
开幕式等项目，来调动学生的情绪。

一天凌晨一点 ， 所有人正在酣
睡， 媒体村突然打来电话， 说有一批
物资刚刚运到需要入库归位。 这个任
务事先没有布置， 蔡贺赶紧叫醒同屋
的2位同事 ， 分头通知学生们起身 ，
做好解释工作 ， 安抚大家的情绪 ，

“同学们 ， 我们既然来做志愿服务 ，
就要克服困难。 我们不是来享福的，
而是来做事的，咱们劲往一起使，早点
干完。 ”“我们会进一步和对方沟通，
保证未来不再出现这种突发状况。”

黑漆漆的夜 ， 七八颗星星在闪
烁， 他们打开手电筒 ， 带着100多名
学生浩浩荡荡前往一街之隔的媒体村
干活。 看到老师们带头忙碌， 学生们
也都打起精神投入搬运中， 一直干到
早上6点 ， 这批物资终于全部入库 。
相关负责人连声向他们道谢 ， “抱
歉， 这次没沟通好， 幸好有你们， 活
干得很漂亮， 辛苦了。” 之后， 双方
加强沟通， 工作得以更顺畅进行。

有了2008年奥运工作经验， 再服
务2022年冬奥会， 蔡贺娴熟了很多 ，
也清楚从哪些方面着手可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北交大是驻地的主责高
校， 带队教师要为来自12所高校及社
会招募的近400名志愿者提供后勤保
障， 他们就提前和相关高校协调， 及

时解决问题， 保证志愿者能够以最饱
满状态投入服务中。

作为副领队， 整个驻地只有蔡贺
一人有奥运带队经验。 每次他都会提
前构思谋划 ， 做好与驻地的沟通协
调， 力求在完成防疫工作的前提下，
给学生志愿者创设“家”一般的温暖 。
在2022年1月23日正式进驻前 ， 他已
至少跑了五趟驻地酒店， 与对方负责
人商讨如何开展后勤保障， 比如开通
高速网络； 调整用餐时间， 以配合学
生上下岗作息； 组织线上联欢会， 并
安排闭录电视播放以便传递到每个房
间……这些事宜虽然琐碎， 但直接影
响志愿者的工作热情， 他不惜花费大
量精力去沟通， 所幸效果不错。

考虑到志愿者要在驻地闭环两个
月不能出门， 回到房间后需要放松，
他和酒店经理协商开辟了一块购物区
域， 方便学生扫码自取， 找到了防疫
和休闲的平衡点。

志愿者的排班时间不同， 每天从

早上7点就有人出发上岗， 直到半夜
还有人刚下班返回。 蔡贺和同事们决
定排班在驻地门口接送志愿者， 让他
们无论多早或多晚， 上下车时都能第
一眼看到老师的身影 ， 再伴随一句
“你们辛苦了， 加油哦 （早点休息）”，
让他们心安。 这对志愿者的心理是不
小的抚慰， 每次见到老师挥手， 他们
会同样挥手致意。 蔡贺和主领队分工
负责早晚班， 哪怕凌晨只有一个学生
回来也要守候在门口， 晚上只能睡四
个小时， 但是看到学生眼中的暖意，
他就觉得这些细节安排很值得。

对于自己的双奥职工身份， 蔡贺
感到既光荣又自豪， “能够在北京参
加两次奥运会的服务保障工作， 真的
非常荣幸 。 尤其是今年在疫情背景
下， 带队教师可以缓解学生的压力 ，
就像奥林匹克口号新增的 ‘更团结’
一样 ， 我们就是一个集体 ， 共同进
退。 从这个角度说， 我的工作非常有
价值，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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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张寒冰以奥
运服务新手身份， 参与外围保障志愿
服务， 因表现卓越被授予 “优秀志愿
者”。 十四年后，昔日服务新人的成长
令人刮目相看， 他已成长为冬奥保障
能手， 参与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公园
赛事服务保障， 带领着团队将无障碍
服务组织得有条不紊而又润物无声。

2008年， 31岁的张寒冰是北京市
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者， 入选
了朝阳区奥运外围保障团队， 在北京
残奥会期间作为赛事服务志愿者在国
家体育馆内组织观众现场观赛。 “那
时候对于奥运志愿服务知之甚少， 经
过了多轮岗位培训， 我们才对赛场规
范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 张寒冰说，
他作为残联的工作者， 那时本能地对
残障人士出行格外关注。 2008年举办
北京奥运的时候虽然有了 “无障碍”
建设理念， 但还没有详细的建设标准
和建设规范， 在团队更没有对应的专
业领域和志愿者， 也由此鞭策着他在
工作中不断探寻解决方案。

张寒冰在赛事服务中的卓越表现
获得了组织肯定， 奥运会结束后被授
予 “优秀志愿者” 称号。 同年， 他家
喜得 “奥运宝宝”， 为纪念双喜临门

他为儿子取名为 “喆”。
十四年之后， 奥林匹克运动会再

一次垂青了中国北京。
2021年9月 ， 北京冬奥组委选中

张寒冰担任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无障
碍经理兼基础设施副经理。 进驻冬奥
组委后， 张寒冰面临的是一个刚有雏
形的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 完全是个
“建筑小白” 的张寒冰， 首先被安排
到了基础建设领域参与工程调度 。
“没关系， 可以看书 ， 可以向技术专
员请教嘛！” 就这样， 张寒冰开启了
废寝忘食的学习与工作模式， 建设工
地上常能看到他与设计师 、 与施工
方、 与使用方探讨的身影。 2021年12
月底， 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临时设施
建设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但如果以为他会就此开始 “躺
平”， 那就低估了这位 “双奥” 工作
者的潜力与能力。 主设施完成后， 他
身为无障碍建设的“老把式”更要一马
当先。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公共区的
无障碍设施有了新一轮革新。 最初的
无障碍设施清单上， 待建多达370余
项。 但张寒冰发现， 有些部分在非主
线 、 无观众区域的设施是没有必要
的， 这笔资金完全可以节省。 然而，

还有一些实际的需求却还没有被挖掘
到， 比如无障碍售卖窗口。 对乘坐轮
椅的观众来说， 现有售卖窗口过高，
他们一定也希望能体面优雅地购物。

最终， 无障碍设施精简为186项，
11座无障碍卫生间全面进行改造升
级， 6座售卖点开辟80cm的无障碍窗
口， 观众取暖房前架设坡道， 物流仓
库前进行坡化处理， 电缆马道上架桥
……简约却更具人文关怀， 细微处流
露出北京冬奥会的宽容与博爱。

冬奥期间， 正在投入使用的奥林
匹克公共区， 无障碍服务亦有一番推
陈出新。 张寒冰介绍， 以往进入场馆
是必须经过安检闸机的， 让行动不便
的观众迅速通过安检是一件令人紧张
的事情。 所以这次冬奥会， 专门编写
了无障碍安检规范， 增设 “机检+手

检” 的安检模式， 为有需求的人群提
供充裕的通过空间和时间。 “我们还
新购置了一辆无障碍摆渡车， 设立了
由主要安检口和各个场馆无障碍验票
口之间的摆渡服务， 这能够大大减少
行动障碍人群的通勤距离。 ”在张寒冰
看来， 赛事服务的高标准和深切人文
关怀是成正比的， 仿佛每多关切到一
个人， 他的成就感是呈指数增长的。

“2022年冬残奥会的无障碍建设
和服务标准是史无前例的， 是超越国
际通用的无障碍标准的， 也是高于奥
运标准的！” 张寒冰说， “北京的变
化无疑是巨大的， 两次举办奥运， 这
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
认可。 我热爱双奥事业， 是国家给了
我胜任奥运服务的底气， 我更应在服
务中追求尽善尽美。”

张寒冰
朝阳区残联无障碍专班系统负责人

□本报记者 孙艳

夏奥服务新手变成冬奥保障能手

双奥保障带给我“无与伦比”的成长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