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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梦 圆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图① 北京奥运博物馆外观。 （资料图片）

图② 北京奥运博物馆内展示的少年儿童支持申奥的绘画作品。

杨学聪摄

图③ 北京奥运博物馆馆藏的开幕式道具。 杨学聪摄

早春时节，垂丝吐绿的草木生机勃

勃。在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奥林匹克

公园，宏伟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静默无言，却用傲然

的姿态讲述着 13 年前那场奥运盛会的

恢弘壮阔。

沿步道行至“鸟巢”南侧，“北京奥运

博物馆”几个大字映入眼帘。这处利用

国家体育场下沉空间改造而成的以奥

运为主题的博物馆，承载着北京奥运会

“最斑斓的记忆”。

奥运盛宴

2008 年 8 月 8 日 20 时许，举世瞩目

的第 29 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开幕式上，体

育场中央那个长达 70米的巨大画轴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画轴在自如舒卷

间不仅呈现出中国的文化符号，还

让每个运动员在画纸上留下了彩

色的足迹，构成了一幅“人类家

园”的美丽景象。而今，这幅惊艳

世界的入场式大画纸，就陈列于

北京奥运博物馆序厅。这座博

物馆展示的就是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众多文化

和实物遗产。北京奥运博物

馆 副 馆 长 冯 云 告 诉 记 者 ：

“将北京奥运博物馆建在奥

运会主场馆里，是个独创。”

博物馆 1000米长展线上描

绘的中国奥运百年梦圆的

历程，令人感慨万千。

1896 年，第一届奥运

会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

父顾拜旦的筹划下，在雅

典成功召开。1908年伦敦

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学

生在《天津青年》上刊文，

提出了三个问题，之后演

变成为著名的“奥运三问”：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派运动

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运

动员什么时候能够获得一块

奥运会金牌？中国什么时候

能举办一届奥运会？对积贫

积弱的旧中国而言，要回答

这三个问题，无疑是天方夜

谭。这份承载着国人最初奥

运梦想的刊物，只能被长期封

存在储藏架上静静等待。

1932 年 7 月 30 日，中国运

动员首次出现在奥运会开幕

式上。运动员刘长春是 4亿

中国人的唯一代表。

1984 年，新中国重

返奥运赛场。第 23 届

洛杉矶奥运会开赛

第一天，26 岁的射

击运动员许海峰

摘取首金，中国

奥运金牌实现“零的突破”。

1993年 9月，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

但以 2 票之差惜败。2001 年 7 月 13 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12次全

会上，中国北京获得了 2008年第 29届奥

运会举办权。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无与伦比的

姿态，载入奥运史册。国际奥委会前主

席萨马兰奇说：“北京奥运会是所有奥运

会中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在未来应该很

少有国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通过这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

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时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罗格也表示，“把第29

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北京是正确的

决定，带来的益处超越了体育本身。”

丰厚遗产

北京 2008年奥运会为北京、为中国

在多个领域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

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此时此刻，回望 2008 年，还能感受到当

时筹备、运营中的一丝不苟。

北京奥运组织工作的周到细致，改

变了国际奥委会的惯例。奥运会举办期

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和主办国奥组委官

员每天早上 7 点举行工作早餐会，协调

解决前一天出现的问题。但在北京，这

个早餐会只开了两天。早餐会取消的背

后，是统一高效的指挥运行机制。

按北京奥组委的工作日程，每天下

午 4点，每个竞赛场馆举行碰头会，协调

解决当天发现的问题；晚 6 点是奥运会

运行指挥部会议，在全市层面解决问题；

晚 8点中南海举行中央奥运工作领导小

组的碰头会……所有问题“不过夜”就得

到了解决。

北京奥运会期间形成的行之有效的

城市管理方面的措施、做法，作为一项奥

运遗产和财富被保留下来。380 多项政

策措施、办法在相关领域得以继续实施，

成为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常态机制。

庞大唯美的奥运主场馆是举办城市

最醒目的“标签”。但由于体量巨大、维

护成本高、功能开发难度大等原因，场馆

赛后运营是公认的世界难题。而鸟巢、

水立方却实现了稳定运营与持续繁荣，

在承接体育赛事等各项大型活动的同

时，还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首都城

市地标。

2008年4月，北京决定建设北京奥运

博物馆作为官方唯一以奥运为主题的永

久性专题博物馆。2014 年 1 月 1 日起接

待团体参观。2019年，根据 2022年北京

冬奥会进程，又对基本陈列做了新调整。

冯云经历了北京奥运博物馆筹建布

展的全过程。“我们用最新信息技术吸引

观众，重温奥运氛围，激发民族自豪感、

爱国情怀。”打小儿在胡同里长大的她告

诉记者，奥运筹办时感受最深的是城市

建设的日新月异。“奥运会后，社会的进

步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些遗产是全人类

的宝贵财富，也将现代奥林匹克事业推

向了一个新高度。”

如果说，建博物馆是讲述历史，北京

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成立则以“传承

奥运遗产，促进城市发展”为己任。在奥

促会秘书长付晓辉眼中，奥运会带动的

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城市功能，促进了

体育、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城市生态

和人文环境得到改善。丰富的奥运遗产

在城市发展理念升华、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国际体育文化交流扩大、市民百姓生

活品质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奥之城”

时光荏苒。2022 年冬奥会已向我

们走来。

国际奥委会有句名言：一旦成为奥

运城市，永远都是奥运城市。北京 2008

年奥运会期间，170 万名奥运志愿者，提

供了 2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微

笑成为北京最好的名片。有人把 2008

年称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把以“80 后”

为主体的奥运志愿者称为“鸟巢一代”，

即有担当的一代。服务奥运，成为这些

志愿者个人成长的重要经历。

冬去春来，作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

测试演练项目，“相约北京”系列冬奥冰

上项目测试活动 4月将在北京赛区多个

场馆陆续展开。这段日子，在北京冬奥

组委场馆管理部负责“水立方”运行的罗

璇格外忙碌。即将在国家游泳中心举办

的冰壶比赛和轮椅冰壶比赛，是对工作

团队“冰水转换”项目的又一次检验。

2008 年，还在读大学的罗璇成为

“鸟巢”颁奖礼仪专业志愿者。为“零失

误”进行的“魔鬼训练”、“好运北京”的各

项体育赛事、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颁奖经

历，成为她最珍贵的一段青春记忆。大

学毕业，她毫不犹豫地进入“水立方”成

为一名讲解员，后转战旅游管理和活动

策划岗位。“从鸟巢到水立方，我与奥运

的缘分一直在延续。”

正为筹办冬奥会日夜奔忙的刘兴

华，奥运二字深深印刻在他的人生中。

自进入 2008年北京奥组委物流部，他再

没离开过奥运事业。2017 年 9 月，北京

冬奥组委设立遗产处，负责奥运遗产的

规划管理，刘兴华成为这个“小分队”的

领头人。工作内容从场馆赛后利用、冰

雪运动推广、奥运人才选拔、城市高质量

发 展 ，到 志 愿 者 培 养 、观 众 服 务 APP

设计。

在奥运遗产中，最受关注的是体育

场馆。北京冬奥会分为北京、延庆和张

家口 3 个赛区，所有新建场馆在规划建

设中都制定了场馆赛后利用计划，在设

计、施工阶段就有明确的赛后利用目标。

在北京赛区，有“冰丝带”之称的国

家速滑馆，与相邻的鸟巢、水立方相互映

衬，共同组成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标

志性建筑群。赛后，这里将成为北京首

家四季运营的多功能冰上场馆。

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

后可以开展专业级别的比赛活动，同时

也可以开展群众滑雪运动。区内将建设

多条大众滑雪道，发展特色旅游休闲、山

地体育等产业，实现四季持续运营。

张家口赛区依托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等冬奥场馆以及配套基础设施，推动冰

雪运动、山地体育、特色休闲等产业发

展，加快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遗产要早谋划，科学规划才能使收

益最大化。”刘兴华把自己的团队比作“花

匠”。他们精心培育的苗圃，不只为这一

季的绽放，更是为留下长久的芬芳。

①①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举办的奥运会，书写了新中国体

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实现了中

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更成为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符号。

作为一名有幸参与北京奥运会

申办、筹办、举办过程的亲历者，在

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

际，重新回顾北京奥运会的精彩辉

煌和历史价值，我感触颇深。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

国才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实现

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

从 1908 年《天津青年》杂志刊

文提出“奥运三问”，到 2008年北京

成功举办奥运会，整整经历了 100

年的时间。回望中华民族百年奥运

追梦历史，我们看到在旧中国，无论

是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交出的

都是一份凄惨不合格的奥运答卷。

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奥

运梦想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 29届奥运

会，中国体育健儿取得金牌总数第

一的辉煌成绩，实现了中华民族百

年奥运梦想，向历史、向人民交上了

一份优秀的奥运答卷。

中国从奥运的无知者、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优胜者；从奥林匹克运

动的平庸之国到奥运的金牌大国，

中国人民百年奥运追梦、圆梦的历

史，正是中华民族从屈辱、任人宰

割，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

史。百年奥运，中华梦圆，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体育事业辉煌业

绩 的 一 个 缩 影 ！ 成 功 举 办 北 京

2008 年奥运会是党领导下改革开

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时代标

记，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人民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

符号和新起点！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成功举

办北京奥运会、实现中华民族百年

奥运梦想的制度法宝。举办奥运

会，各项工作、赛事组织、媒体服务、

礼宾接待、交通运行、安全保卫、旅

游观光、文化活动、城市保障等各方

面要像一部大型机器一样安全、高

效、顺畅地运转。北京奥运会的组

织工作创造了奥运史上的奇迹，堪

称完美，在众多领域零失误，获得了

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时任国际奥

委会主席罗格评价为：一届“无与伦

比”的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的一

座历史丰碑”。举个例子，北京奥运

会在媒体服务上创造了“一站式”服

务新模式，媒体记者从入境申请、器

材报关、安排采访、员工雇佣等方面

都可以向“一站式”工作室一次申报

解决。无需记者在各个部门间自己

奔走，大大节省了媒体记者时间、精

力。这种快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受

到各国记者的一致称赞，在媒体服

务上创造了“零投诉”的奇迹。这种

模式，是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工作

室把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聚合在一

起，二三十个有关机构都派员参加，

统一在“一站式”工作室值岗办公。

这种模式从未在往届奥运会出现

过，也难以被后届奥运会所复制，至

今仍被国际媒体记者所怀念，秘诀

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北京奥运会从申办、筹办到举

办，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

坚强领导下进行的，通过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汇聚各方面力量才取

得圆满成功。回望北京奥运会的精

彩辉煌，我们更深地认识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办好国家大

事、民族盛事、办好一切事业的制胜

法宝。

今天我们又迎来筹办北京冬奥

会的历史时刻。北京冬奥会是我们

国家处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点上举办的又一个重大标志性活

动，是一件国家大事、民族盛事。纵

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125 年的历

史，北京是唯一的“双奥之城”。中

国举办过夏季奥运会、残奥会、青年

奥运会，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是目

前世界上举办奥运赛事门类最全的

国家。这是一种荣耀，一种责任，更

是一个机遇。荣誉应当珍惜，责任

应当承担，机遇应当抓住。北京冬

奥会一定能够办成一届精彩、非凡、

卓越的奥运盛会。

在北京奥运博物馆第三部分的

展览中，有一把特殊的北京奥运会

祥云火炬。它承载了一个家庭两代

人的奥运梦想。

火炬的所有者叫那和利。他和

父亲那忠，与奥运有一段不解之

缘。那忠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名北

京奥运会的火炬手，他却没有等到

那一天。现在的鸟巢就在他们原来

的家——洼里乡。

北京成功申奥的第二年夏天，

洼里乡接到拆迁通知。当时，那忠是

村里的老支书。为了动员村民搬迁，

他挨家挨户做工作。他对家人说：

“我是老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

那老带着全家第一个离开祖辈

五代人生活的地方。离开那天，老爷

子还给院里的爬山虎浇了一遍水。

一个月，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洼里乡

1万多户居民全部完成了搬迁。

后来，那忠被选为雅典奥运会

火炬手。那和利回忆：“他当时已经

70 多岁了，为了顺利完成 200 米的

火炬接力，他每天举个酒瓶当火炬，

在屋里练习往返跑。”其实，那老最

想做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可没等

到就走了。“我就想着，一定要替我

爸完成这个心愿。火炬接力那天，我

一直带着我爸的照片，我们爷儿俩

一块儿完成这个火炬接力。”

后来，这把火炬落户到北京奥

运博物馆。它的故事总是让人内心

充满感动，那是老百姓对党的赤诚

之心，对国家的炽热情怀。

璀璨夺目的奥运盛会背后，有

众多与那家父子一样默默无闻的奉

献者。共同的奥运梦想把他们聚拢

在一起，拧成了一股绳。正因为有了

这些普通人的倾情投入，才托举起

成功、精彩的北京奥运会。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历史符号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蒋效愚

一把特殊的祥云火炬
本报记者 杨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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