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5 年年 77 月月 3131 日日 1717 时时 5757 分分，，是一个令国人难忘的历史时是一个令国人难忘的历史时
刻刻。。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128
次全会上宣布次全会上宣布，，北京获得北京获得 20222022 年第年第 24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举办权时举办权时，，聚集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数千名群众热烈聚集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数千名群众热烈
欢呼欢呼，，庆祝这万众期待的成功庆祝这万众期待的成功。。在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在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人们人们
或尽情地挥舞着奥运五环旗和五星红旗或尽情地挥舞着奥运五环旗和五星红旗，，或站在鸟巢前合影留或站在鸟巢前合影留
念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一曲一曲《《歌唱祖国歌唱祖国》》的全场大合唱的全场大合唱，，把奥把奥
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群众体育交流展示活动气氛带向高潮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群众体育交流展示活动气氛带向高潮。。

不仅是鸟巢不仅是鸟巢、、水立方水立方，，不只是延庆的各个地区不只是延庆的各个地区，，整个北京都整个北京都
沸腾了沸腾了！！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人们自发地用各种方式表达喜悦人们自发地用各种方式表达喜悦
和期待和期待。。在微信朋友圈上在微信朋友圈上，“，“高兴高兴”“”“激动激动”，”，是大家得知申奥成功是大家得知申奥成功
后的共同表达后的共同表达。。此时此刻此时此刻，，奥林匹克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奥林匹克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刻这一刻，，站在欢庆人群中的刘大同老人热泪盈眶站在欢庆人群中的刘大同老人热泪盈眶。。1414 年年
前前，，7070岁的刘大同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见证了北京申奥成功的历岁的刘大同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见证了北京申奥成功的历
史时刻史时刻。。没想到没想到，，1414 年后幸福再次来临年后幸福再次来临。。谈到谈到 1414 年间心态最年间心态最
大的不同大的不同，，老人说老人说，，和过去相比和过去相比，，如今国家更繁荣更昌盛如今国家更繁荣更昌盛，，百姓也百姓也
越来越有底气了越来越有底气了。。

““北京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北京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
季奥运会的城市季奥运会的城市，，这足以让国人自豪这足以让国人自豪。”。”带着笑容带着笑容，，刘大同对记者刘大同对记者
憧憬憧憬，“，“如果身体允许如果身体允许，，我希望能和孙子我希望能和孙子 77 年后一起去冬奥会现年后一起去冬奥会现
场看冰球比赛场看冰球比赛。”。”

这一刻这一刻，，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刚参加工作一年的2121岁小伙肖帅与身边的同事击岁小伙肖帅与身边的同事击
掌相庆掌相庆，，不停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不停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当听到北京这两个字时当听到北京这两个字时，，
一股自豪和感动真是从心中喷薄而出一股自豪和感动真是从心中喷薄而出！”！”小肖说小肖说，，以前对冰雪项以前对冰雪项
目了解比较少目了解比较少，，现在冰雪项目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现在冰雪项目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自自
己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去己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去。。

““奥运让城市更美好奥运让城市更美好，，北京一定会越来越好北京一定会越来越好。”。”在北京打工的在北京打工的
龙维振对记者说龙维振对记者说，“，“自从自从20082008年举办奥运会以后年举办奥运会以后，，举办绿色奥运举办绿色奥运
的理念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理念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相信北京同样能够举办一届成相信北京同样能够举办一届成
功功、、绿色绿色、、健康的冬奥会健康的冬奥会。”。”龙维振对记者说龙维振对记者说，，自从国家把自从国家把 88 月月 88
日设立为全民健身日后日设立为全民健身日后，，他每周都会坚持玩空竹和徒步走他每周都会坚持玩空竹和徒步走，，运动运动
已经融入到他的生活中已经融入到他的生活中。。在现场在现场，，龙维振饶有兴致地向记者展龙维振饶有兴致地向记者展
示了自己的甩空竹绝活示了自己的甩空竹绝活。。

家门口的奥运会家门口的奥运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77 年前我们就已经年前我们就已经
找到了答案找到了答案。。20082008 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为国人带来了前所未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为国人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体育成绩和民族荣耀有的体育成绩和民族荣耀，，为社会带来了更优质的体育设施为社会带来了更优质的体育设施、、更更
良好的环境和更多的就业岗位良好的环境和更多的就业岗位。。申冬奥成功带来的激动还环绕申冬奥成功带来的激动还环绕
在身边在身边，，人们已经开始期待人们已经开始期待20222022年的冬天年的冬天。。

2727岁的王堃手举着岁的王堃手举着““愿中华文明愿中华文明 染五环风采染五环风采””的标语的标语，，她她
对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对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相信北京能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冬相信北京能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冬
奥会奥会！”！”

再圆奥运梦再圆奥运梦 盛会共期待盛会共期待
——首都群众庆祝申冬奥成功侧记首都群众庆祝申冬奥成功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
这是万众瞩目的北京时刻这是万众瞩目的北京时刻——

““20222022 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城市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城市，，
北京北京！”！”77 月月 3131 日傍晚日傍晚，，国际奥委会主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郑席巴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郑
重宣告重宣告，，北京获得第二十四届冬奥会北京获得第二十四届冬奥会
举办权举办权。。刹那间刹那间，，一阵惊雷般的欢呼一阵惊雷般的欢呼
声掠过会场声掠过会场。。万里之外的北京也欢声万里之外的北京也欢声
雷动雷动！！

这是属于中国的荣耀时刻这是属于中国的荣耀时刻——
再过七年再过七年，，成功举办了成功举办了 20082008 年夏年夏

季奥运会的北京季奥运会的北京，，将携手张家口迎来奥将携手张家口迎来奥
林匹克的冬季盛典林匹克的冬季盛典。。这座东方文明古这座东方文明古
都都，，将成为全球首个夏季将成为全球首个夏季、、冬季奥运会皆冬季奥运会皆
举办过的城市举办过的城市。。

从从20082008到到20222022，，从夏季到冬季从夏季到冬季，，北北
京走过了一条非凡的申奥之路京走过了一条非凡的申奥之路，，写就了写就了
百余年奥运史上的不朽篇章百余年奥运史上的不朽篇章。。

北京申奥之路北京申奥之路，，铭记了中国人民对铭记了中国人民对
奥林匹克运动的执著追求奥林匹克运动的执著追求；；

北京申奥之路北京申奥之路，，见证了一个东方见证了一个东方
文明古国与世界文明和谐交流的气度文明古国与世界文明和谐交流的气度
与胸怀与胸怀；；

北京申奥之路北京申奥之路，，彰显了中国政府彰显了中国政府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执政情怀的执政情怀。。

历史新起点历史新起点

77月月3131日下午日下午55时时5858分分，，吉隆坡会吉隆坡会
展中心展中心，，聚光灯打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聚光灯打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身上赫身上，，还有他手中那个信封还有他手中那个信封，，里面装着里面装着
中国人期待了近中国人期待了近2121个月的答案个月的答案。。

北京申冬奥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北京申冬奥代表团的主要成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国奥委会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冬奥申委北京冬奥申委
主席主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中国残疾人联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主席张海迪合会主席张海迪，，张家口市市长侯亮张家口市市长侯亮
⋯⋯都在静静地等待⋯⋯都在静静地等待。。花样滑冰奥运花样滑冰奥运
冠军冠军、、北京北京20222022申冬奥大使申雪攥紧拳申冬奥大使申雪攥紧拳
头头，，凝神屏息凝神屏息，，眼睛紧盯着国际奥委会全眼睛紧盯着国际奥委会全
会投票现场的主席台会投票现场的主席台，，甚至不敢多眨一甚至不敢多眨一
下下。。1717年前第一次站在冬奥会的赛场年前第一次站在冬奥会的赛场
上时上时，，她都没有这么紧张她都没有这么紧张。。

随着随着““北京北京””的名字从巴赫口中蹦的名字从巴赫口中蹦
出出，，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梦想化作触手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梦想化作触手
可及的现实可及的现实。。

““感觉好像又拿了一次奥运冠军一感觉好像又拿了一次奥运冠军一
样样，”，”申雪眼睛湿润了申雪眼睛湿润了。。

从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到实现金从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到实现金
牌牌““零零””的突破的突破，，中国冰雪健儿用了中国冰雪健儿用了
2222 年年；；从第一次承办洲际冬季综合从第一次承办洲际冬季综合
运动会到赢得冬奥会举办权运动会到赢得冬奥会举办权，，中国用中国用
了了 1919 年半年半。。和运动员攀爬竞技巅峰和运动员攀爬竞技巅峰
一样一样，，申奥之路铺满了梦想的鲜花申奥之路铺满了梦想的鲜花，，
也不乏现实的荆棘也不乏现实的荆棘。。

19961996年年22月月，，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在哈尔滨成功举行会在哈尔滨成功举行，，这是中国首次承这是中国首次承
办洲际冬季综合运动会办洲际冬季综合运动会。。从那时起从那时起，，承承
办一届冬奥会的梦想办一届冬奥会的梦想，，就在中国人心中就在中国人心中
扎下了根扎下了根。。

20022002年年22月月，，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杨扬夺得短道速滑女子杨扬夺得短道速滑女子 500500 米米、、10001000
米两项冠军米两项冠军，，圆了中国几代冰雪健儿的圆了中国几代冰雪健儿的
奥运金牌梦奥运金牌梦。。就在此之前就在此之前，，她的家乡哈她的家乡哈
尔滨向中国奥委会提出申办尔滨向中国奥委会提出申办20102010年冬年冬
奥会奥会，，并获得批准并获得批准。。半年之后的半年之后的77月月2828
日日，，哈尔滨正式代表中国第一次申办冬哈尔滨正式代表中国第一次申办冬
奥会奥会。。但在总共但在总共 88 个城市参加的申办个城市参加的申办
竞争中竞争中，，哈尔滨初选综合评分排名第哈尔滨初选综合评分排名第
五五，，无缘前四位候选城市之列无缘前四位候选城市之列。。此后七此后七
年间年间，，伴随着伴随着 20092009 年世界大学生冬季年世界大学生冬季
运动会的筹办运动会的筹办，，哈尔滨这个中国冰雪运哈尔滨这个中国冰雪运
动之都又提出申办动之都又提出申办20182018年冬奥会的意年冬奥会的意
愿愿，，但经中国奥委会的审慎评估但经中国奥委会的审慎评估，，最终最终
未能通过未能通过。。

从从 20002000 年出任黑龙江省体育局年出任黑龙江省体育局
局长到局长到 20082008 年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冬年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再到去年调入再到去年调入
冬奥申委冬奥申委，，赵英刚几乎经历了中国城赵英刚几乎经历了中国城
市冲击冬奥梦想的全部历程市冲击冬奥梦想的全部历程。。对于对于
哈尔滨的梦碎冬奥哈尔滨的梦碎冬奥，，他虽有遗憾他虽有遗憾，，但但
也有清醒的认知也有清醒的认知。“。“哈尔滨最大的不哈尔滨最大的不
利因素是气候过于寒冷利因素是气候过于寒冷”，”，他说他说，，国际国际
奥委会在选择冬奥会申办城市时有奥委会在选择冬奥会申办城市时有
一个条件一个条件——雪场温度不能过低雪场温度不能过低，，而而
中国东北地区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中国东北地区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
冬季气温比世界其他同纬度地区要冬季气温比世界其他同纬度地区要
低低 1010--2020 摄氏度摄氏度，，冬季常有零下冬季常有零下 2020
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摄氏度以下的低温。。

““冰城冰城””太冷太冷，，但中国人的冬奥梦想但中国人的冬奥梦想
并未因此并未因此““封冻封冻”。”。

20082008年之夏年之夏，，经过七年精心筹备经过七年精心筹备，，

北京呈现了一届北京呈现了一届““无与伦比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的夏季奥运
会会，，不仅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树起一座不仅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树起一座
丰碑丰碑，，也成为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也成为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
国迈进的新起点国迈进的新起点。。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在
筹办过程中体现的大国风范和能力给筹办过程中体现的大国风范和能力给
奥林匹克大家庭留下了深刻印象奥林匹克大家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一
些奥运人士提议些奥运人士提议，“，“北京应考虑在适当的北京应考虑在适当的
时候再申办一届冬奥会时候再申办一届冬奥会！”！”这不仅将创造这不仅将创造
同一座城市同时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同一座城市同时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
运会的新历史运会的新历史，，还能推动冰雪运动在世还能推动冰雪运动在世
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普及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普及。。

这是一个令北京心动的建议这是一个令北京心动的建议，，因为因为
这恰恰也是中国体育的契机这恰恰也是中国体育的契机。。

20062006 年年，，已故中国奥委会名誉已故中国奥委会名誉
主席何振梁曾向中国体育界提出一主席何振梁曾向中国体育界提出一
个重要命题个重要命题：：在奥林匹克实践中要改在奥林匹克实践中要改
变变““被动适应被动适应””现状现状，，主动主动、、积极地参积极地参
与变革与变革，，提高我们在当代奥林匹克运提高我们在当代奥林匹克运
动 中 的 话 语 权动 中 的 话 语 权 。。 20082008 年 奥 运 会 之年 奥 运 会 之
后后，，这成为中国体育人参与奥林匹克这成为中国体育人参与奥林匹克
运动的更高目标运动的更高目标。。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巧合，，中国体育和奥林匹克中国体育和奥林匹克
运动几乎在同一时期走到了改革的十运动几乎在同一时期走到了改革的十
字路口字路口。。中国体育要从竞技体育向全中国体育要从竞技体育向全
民健身倾斜民健身倾斜，，并要向市场求得可持续发并要向市场求得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展的动力；；而奥林匹克运动要面向下一而奥林匹克运动要面向下一
代代，，培育能够被更多国家普遍接受的可培育能够被更多国家普遍接受的可
持续运作模式持续运作模式。。

申办冬奥会恰逢其时申办冬奥会恰逢其时！！
但这个想法面临一个现实难题但这个想法面临一个现实难题：：

冰上项目比赛可安排在北京城区冰上项目比赛可安排在北京城区，，充充
分利用分利用 20082008 年奥运场馆年奥运场馆，，但雪上项但雪上项
目怎么办目怎么办？？

时任北京市体育局局长的李颖川时任北京市体育局局长的李颖川
回忆说回忆说，，当时他带着一帮专家几乎跑遍当时他带着一帮专家几乎跑遍
了北京周边了北京周边、、包括张家口在内的每一座包括张家口在内的每一座
雪场和适宜的山地雪场和适宜的山地。。经过反复实地考经过反复实地考
察察、、比较比较，，最终选中了张家口崇礼的雪场最终选中了张家口崇礼的雪场
和延庆县的小海坨山和延庆县的小海坨山。。

20132013 年年 1111 月月 33 日日，，中国奥委会正中国奥委会正
式致函国际奥委会式致函国际奥委会，，提出由北京市和张提出由北京市和张
家口市代表中国申办家口市代表中国申办 20222022 年冬奥会年冬奥会
——北京市承办冰上项目比赛北京市承办冰上项目比赛，，张家口张家口
承办雪上项目比赛承办雪上项目比赛。。

时隔十余年时隔十余年，，北京北京、、张家口代表中张家口代表中
国又一次站在了申办奥运会的起跑国又一次站在了申办奥运会的起跑
线上线上。。

奥运新传承奥运新传承

位于北四环边上的北京奥运大厦位于北四环边上的北京奥运大厦
就像一座时空隧道就像一座时空隧道，，连接起这座城市的连接起这座城市的
两个奥运梦想两个奥运梦想。。

2008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
之后之后，，原来在这里办公的北京奥组委结原来在这里办公的北京奥组委结
束了历史使命束了历史使命，，1919层楼陆续租了出去层楼陆续租了出去，，
但大厦的但大厦的77层一直空着层一直空着。。这个这个““留白留白”，”，
仿佛就是在等待仿佛就是在等待““奥林匹克奥林匹克””的归来的归来。。
20142014年初年初，，当北京冬奥申委成立后当北京冬奥申委成立后，，人人
们回到这里们回到这里，，一切看上去都和当年一样一切看上去都和当年一样。。

为了共同的奥运梦为了共同的奥运梦，，祖国一声召祖国一声召
唤唤，，魏纪中魏纪中、、王伟等老领导来了王伟等老领导来了，，姚明姚明、、申申
雪雪、、赵宏博赵宏博、、李妮娜等运动员来了李妮娜等运动员来了，，徐济徐济
成成、、杨澜等专家来了杨澜等专家来了，，三位国际奥委会委三位国际奥委会委
员于再清员于再清、、李玲蔚李玲蔚、、杨扬更是义不容辞地杨扬更是义不容辞地
忙碌起来⋯⋯得益于北京忙碌起来⋯⋯得益于北京20082008年奥运年奥运
会积淀的机制会积淀的机制、、经验和人才经验和人才，，北京冬奥申北京冬奥申
委这个由各领域复合型人才组成的团委这个由各领域复合型人才组成的团
队队，，迸发出巨大的集体力量迸发出巨大的集体力量。。

冬季奥运会虽然在规模上不及夏冬季奥运会虽然在规模上不及夏
季奥运会季奥运会，，但有其独特的魅力但有其独特的魅力。。最近二最近二
十年的冬奥会申办竞争十年的冬奥会申办竞争，，其激烈程度丝其激烈程度丝
毫不亚于夏季奥运会毫不亚于夏季奥运会。。俄罗斯索契俄罗斯索契

（（20142014））和韩国平昌和韩国平昌（（20182018））均是历经三均是历经三
次申办冬奥会方修成正果次申办冬奥会方修成正果。。北京此次北京此次
的竞争对手阿拉木图也已是第二次申的竞争对手阿拉木图也已是第二次申
办冬奥会办冬奥会。。

申办奥运会申办奥运会，，是一项工作量巨大是一项工作量巨大
的系统工程的系统工程，，也是一次富有悬念的也是一次富有悬念的

挑战挑战。。
77月月2525日日，，北京申冬奥代表团抵达北京申冬奥代表团抵达

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吉隆坡，，申办工作进入到最后申办工作进入到最后
的冲刺阶段的冲刺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都每一个流程都
一再进行着演练一再进行着演练。。

77月月2626日在吉隆坡的陈述演练日在吉隆坡的陈述演练，，一一
日三练日三练，，强度大强度大、、节奏紧节奏紧。。上午上午，，刘鹏刘鹏、、王王
安顺安顺、、于再清于再清、、张海迪张海迪、、杨扬杨扬、、姚明姚明、、李妮李妮
娜娜等所有参加陈述的演练人员乘坐大等所有参加陈述的演练人员乘坐大
巴车来到斑马广场模拟现场巴车来到斑马广场模拟现场。。7979岁的岁的
魏纪中魏纪中、、原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原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
等中外专家也全程参与等中外专家也全程参与。。演练现场倒演练现场倒
计时牌每次计时牌每次4545分钟分钟，，陈述结束后陈述结束后，，点评点评
专家们对发挥出色的地方大加赞赏专家们对发挥出色的地方大加赞赏，，也也
毫不客气地指出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问题。。杨澜杨澜、、姚明等更姚明等更
是对是对 pptppt 中出现的个别词句提出修改中出现的个别词句提出修改
意见意见。。每次出场演练时每次出场演练时，，所有陈述人围所有陈述人围
在一起在一起、、手握在一起手握在一起，，齐声喊齐声喊““中国中国，，加加
油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其实其实，，这样的工作方式和节奏对这样的工作方式和节奏对
申奥的所有参与者来说早已是家常申奥的所有参与者来说早已是家常
便饭便饭。。

进入进入 20142014 年下半年年下半年，“，“搏搏””成为了成为了
冬奥申委的关键词冬奥申委的关键词。“。“人生难得几回搏人生难得几回搏，，
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北京奥运大厦七层北京奥运大厦七层
冬奥申委办公大厅的门上挂着这样一冬奥申委办公大厅的门上挂着这样一
幅标语幅标语。。在各种事务纷至沓来的关键在各种事务纷至沓来的关键
时刻时刻，“，“一周工作七天一周工作七天””已经是常态已经是常态。。

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的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的《《申办报告申办报告》，》，
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申办报告是国申办报告是国
际奥委会的际奥委会的““命题作文命题作文”，”，是申办城市关是申办城市关
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规划蓝图的纲领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规划蓝图的纲领
性文件性文件。。可以说可以说，《，《申办报告申办报告》》既是北京既是北京
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会的标书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会的标书，，也是国也是国
际奥委会委员投票的重要依据际奥委会委员投票的重要依据。。国际国际
奥委会对奥委会对《《申办报告申办报告》》要求非常严格要求非常严格，，每每
个主题都要作定性定量的陈述个主题都要作定性定量的陈述，，甚至篇甚至篇
幅和文字都有严格限制幅和文字都有严格限制，，还要用英还要用英、、法两法两
种文字写成种文字写成，，在规定时间内在规定时间内，，送达位于瑞送达位于瑞
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

完成这个浩大工程的时间只有半完成这个浩大工程的时间只有半
年年。。北京冬奥申委抽调各路精兵强将北京冬奥申委抽调各路精兵强将，，
夜以继日地展开撰写工作夜以继日地展开撰写工作。。直接参加直接参加
撰写的达撰写的达200200多人多人，，不同程度参与的有不同程度参与的有
10001000多人多人。。除了国内的专家除了国内的专家，，还聘请了还聘请了
多名外国专家参与多名外国专家参与。。

徐达徐达，，全程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筹全程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筹
办的奥运人办的奥运人，，这一次担任北京冬奥申这一次担任北京冬奥申
委总策法务部部长委总策法务部部长。。当当 20142014 年中接年中接
到领衔撰写申办报告的任务时到领衔撰写申办报告的任务时，，他彻他彻
夜难眠夜难眠，，深知任务的艰巨深知任务的艰巨，，但梦想就但梦想就
在眼前在眼前，，必须放手一搏必须放手一搏！！他和团队成他和团队成
员们一道员们一道，，反复改稿反复改稿，，常常累了就趴常常累了就趴
在桌子上睡一觉在桌子上睡一觉。。

参加申办冬奥会工作的不少人家参加申办冬奥会工作的不少人家
有年幼的孩子有年幼的孩子，，常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个常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个
星期星期，，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们照顾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们照顾。。国国
际奥委会委员杨扬身怀六甲际奥委会委员杨扬身怀六甲，，还是当起还是当起
了了““空中飞人空中飞人”，”，在外想念刚上幼儿园的在外想念刚上幼儿园的
儿子儿子，，她很多次偷偷泪流满面她很多次偷偷泪流满面。。

所有的艰难所有的艰难、、劳累劳累、、心酸心酸，，在听到巴在听到巴
赫说出赫说出““北京北京””的一瞬间的一瞬间，，统统被喜悦冲统统被喜悦冲
刷殆尽刷殆尽。。今天今天，，是他们的庆功日是他们的庆功日！！今天今天，，
是他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是他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高高 鹏鹏 汪汪 涌涌 林德韧林德韧
（（白林白林、、刘宁刘宁、、林昊对本文亦有贡献林昊对本文亦有贡献））

（（据新华社吉隆坡据新华社吉隆坡77月月3131日电日电））

见 证 荣 耀 时 刻见 证 荣 耀 时 刻 ！！
——北京申奥之路北京申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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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北京市民载

歌载舞庆祝北京

申冬奥成功。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7 月 31 日，

河北省张家口市

民振臂欢呼，庆

祝申冬奥成功。

袁明海摄

77月月3131日日，，2022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花落北京年冬奥会举办权花落北京。。国内各地群众国内各地群众
难掩激动的心情难掩激动的心情““祝福北京祝福北京、、祝福祖国祝福祖国”。”。海外各界人士也以各海外各界人士也以各
种形式祝贺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种形式祝贺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年冬奥会举办权。。

冬奥会举办权尘埃落定后冬奥会举办权尘埃落定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办公楼里一片欢腾心办公楼里一片欢腾。。冬运中心党委书记任洪国抑制不住激动冬运中心党委书记任洪国抑制不住激动
的心情说的心情说：“：“几代冰雪人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几代冰雪人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兴奋在兴奋
的同时也感到了责任重大的同时也感到了责任重大。。冬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冬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以以
后要更好地提高中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后要更好地提高中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同时也要大力普及群同时也要大力普及群
众冰雪运动众冰雪运动。”。”

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诸多中国冰雪界人士振奋异常诸多中国冰雪界人士振奋异常。。
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在北京一直盯着电视直播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在北京一直盯着电视直播。。等到国等到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申办成功时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申办成功时，，她和身边的人都一下她和身边的人都一下
子站了起来子站了起来，“，“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也很兴奋也很兴奋”。”。

作为中国首个冬季项目世界冠军作为中国首个冬季项目世界冠军，，年逾古稀的罗致焕虽曾年逾古稀的罗致焕虽曾
于于 19631963 年世界速滑锦标赛上获得年世界速滑锦标赛上获得 15001500 米金牌米金牌，，但在运动员生但在运动员生
涯未能有机会参加冬奥会涯未能有机会参加冬奥会。。如今在哈尔滨活动现场迎来申冬奥如今在哈尔滨活动现场迎来申冬奥
成功的喜讯成功的喜讯，，让他十分振奋让他十分振奋。。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在祝贺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在祝贺中
表示表示，，中国举办冬奥会中国举办冬奥会，，将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更好地传播将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更好地传播
奥林匹克团结奥林匹克团结、、友谊友谊、、和平的宗旨和理念和平的宗旨和理念，，将推动将推动 33 亿中国人以亿中国人以
不同方式投身冰雪运动及相关产业不同方式投身冰雪运动及相关产业，，并将为健康中国并将为健康中国、、国际奥林国际奥林
匹克运动作出新贡献匹克运动作出新贡献。。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中国残奥委员会代表一贯支持申冬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中国残奥委员会代表一贯支持申冬奥
工作的广大残疾人工作的广大残疾人、、残疾人体育健儿表示热烈祝贺残疾人体育健儿表示热烈祝贺。。

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3131 日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日代表香港特区政府
祝贺北京祝贺北京。。她在声明中说她在声明中说，，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绝对有条件绝对有条件
和能力成功举办另一场国际体坛盛事和能力成功举办另一场国际体坛盛事。。祝愿北京祝愿北京 20222022 年的冬年的冬
奥会奥会，，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也发出贺函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也发出贺函，，祝贺北京成功申办祝贺北京成功申办
2022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贺函说贺函说，，申办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冬奥会的成功，，向向
全世界展示了北京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实力和信心全世界展示了北京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实力和信心，，标志着中标志着中
国在世界体坛中迈出了更大一步国在世界体坛中迈出了更大一步，，进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进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
敬和信任敬和信任。。

2018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举办地年平昌冬奥会的举办地——江原道道知事崔文洵第江原道道知事崔文洵第
一时间发来贺电一时间发来贺电，，祝贺北京申冬奥成功祝贺北京申冬奥成功，，并表示很荣幸将奥运圣并表示很荣幸将奥运圣
火从平昌传递给北京火从平昌传递给北京，，作为亚洲人也倍感自豪与骄傲作为亚洲人也倍感自豪与骄傲。。

英国奥委会也表示了祝贺英国奥委会也表示了祝贺。。英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比尔英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比尔··
斯温尼通过邮件告诉新华社记者斯温尼通过邮件告诉新华社记者：“：“祝贺北京和这座城市的人民祝贺北京和这座城市的人民
赢得赢得2022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英国代表团参加英国代表团参加20082008年奥年奥
运会之后运会之后，，对那里壮观的体育场馆对那里壮观的体育场馆、、友好的人民和无与伦比的盛友好的人民和无与伦比的盛
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相信北京能够为全世界的运动员举办我相信北京能够为全世界的运动员举办
一届伟大的冬奥会一届伟大的冬奥会。”。”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江涛李江涛 白明山白明山 徐徐 征征 王镜宇王镜宇 卢卢
羡婷羡婷 张张 薇薇 顾顾 涓涓 颜颜 昊昊 刘刘 畅畅 姚琪琳姚琪琳 王子江王子江 郭宇郭宇
靖靖 李亚红李亚红））

（（据新华社北京据新华社北京77月月3131日电日电））

祝 福 北 京祝 福 北 京 祝 福 中 国祝 福 中 国
——海内外祝贺北京海内外祝贺北京、、张家口获得冬奥会举办权张家口获得冬奥会举办权

77月月3131日日，，

位于长城位于长城脚下脚下

的 张 家 口 大的 张 家 口 大

境 门 彩 旗 飘境 门 彩 旗 飘

扬扬，，当看到大当看到大

屏 幕 上 宣 布屏 幕 上 宣 布

中 国 北 京 获中 国 北 京 获

得得 20222022 年 冬年 冬

奥 会 举 办 权奥 会 举 办 权

时时，，聚集在这聚集在这

里 的 市 民 用里 的 市 民 用

喜 庆 的 歌 舞喜 庆 的 歌 舞

欢 庆 申 冬 奥欢 庆 申 冬 奥

成功成功。。

袁明海袁明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