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全过程碳中和
的冬奥会、 所有

场馆 100%绿色电力供应、永
久场馆赛后利用率 100%。 ”
近日发布的《可持续·向未
来———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
展报告（赛后）》（以下简称《报
告》）里，系统总结了北京冬奥
会筹办和举办全过程绿色低
碳可持续工作的开展模式和
工作成果。

北京冬奥会在办会同时
兼顾了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形
成了可操作、可推广、可借鉴
的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北
京模式”。

”生态优先
两大赛区完成生态修复

2022 年 1 月 21 日， 一只豹
猫出现在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
技术官员罗述金的视野里，在这

之后不到两周时间，豹猫就又在
赛区出现了两次。

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第一次出现是 2022 年 1 月
31 日下午两点，高山滑雪竞速项
目终点区正在组织排练颁奖仪
式。 第二次出现是在 2022 年 2
月 3 日中午，一位赛事记者在工
作雪道边的树林里拍到了一只
豹猫。 延庆赛区场馆建设期间，
赛区周围安装的红外相机也曾
捕捉到豹猫的身影。

豹猫现身得益于北京冬奥
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视，从场馆规划、设计、运营和赛
后利用全过程，北京冬奥会始终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和
延庆赛区均位于山区，动植物丰
富。 在对两大赛区生态环境本底
调查结果基础上，会方按照规划
避让、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
保护等原则，针对赛区当地自然
环境，创新实施多项生态修复措

施， 推进赛区的生态修复工
作， 让赛区场馆与自然环境
相互融合。

此外，北京冬奥会为了
保护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
及周边分布的爬行动物、两
栖动物和鱼类，以及鸟类和
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场馆建
设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措施，
减少对它们的影响。 延庆赛
区和周边布设超过 200 台
红外触发相机，监测动物分
布范围、活动轨迹、种群数

量等信息。
照顾“土著”们的同时，北京

冬奥会也在努力减少办会期间
产生的垃圾对于生态环境的影
响。 污水经过达标处理变为再生
水，用于道路浇洒、绿化、厕所冲
洗；固体垃圾被分类处理，冬奥
座椅套变身文创公文包。 一系列
的举措让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
在实处。

低碳管理
所有场馆 100%绿电供应

2022 年 2 月 4 日，北京冬奥
运会正式开幕。 开幕式当晚，一
枚巨大的雪花缓缓升空，雪花中
央的火炬是奥运会最小的主火
炬，也是冬奥历史上首支氢燃料
火炬。

《报告》指出，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以“不点火”代替“点燃”，以
“微火” 取代往届奥运会上熊熊
燃烧的大火， 幻化成雪花般圣
洁、灵动的小火苗，相较于传统
火炬节省了 99.9%的能源消耗。
自北京冬奥会开幕至 3 月 13 日
冬残奥会闭幕，主火炬累计使用
氢气 266 千克，与传统形式主火
炬相比，主火炬燃烧共计实现二
氧化碳减排 9860 吨左右， 进一
步彰显了绿色低碳理念。

办会过程中，北京冬奥组委
开展低碳管理，探索建立温室气
体减排措施和碳中和机制，实施
低碳能源、低碳场馆、低碳交通
等各项减排措施，大幅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 最终实现全部碳中
和， 以实际行动为气候变化减
缓、适应、减少影响等方面提供
样本。

以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为例， 通过跨区域绿电交易机
制、分布式能源、氢能等利用，北
京冬奥会实现了赛时所有场馆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减排
温室气体 23.8479 万吨二氧化碳
当量，为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提供示范。

而绿色电力交易机制、绿色
电力交易平台的建立和市场化
直购绿电方式的使用，使得北京
冬奥会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实
现了所有场馆赛时常规电力消
费 100%使用绿色电力。 北京冬
奥会筹办及赛事期间 25 个场馆
使用绿色电力，绿色电力使用量
合计约 3.7 亿千瓦时。

值得一提的是，“碳普惠”也
被纳入到本届冬奥会中。 2022 年
1 月 19 日，“低碳冬奥”小程序发
起“践行绿色生活 共赴冰雪之
约”行动，利用冬奥会契机，激发
公众参与碳减排热情，不断鼓励
和引导社会公众践行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培育社会公众的低碳
责任感和荣誉感，起到了良好的
社会示范效应。 截至 2022 年 2
月底， 参与人数达到 270 万，累
计减排次数达到 9000 多万次，
累计碳减排约 1.9 万吨二氧化碳
当量，对在全社会宣传推广绿色
低碳理念和生活方式发挥了积
极作用。

时至今日，冬奥会已经结束
近一年，但冬奥场馆的生命仍在
延续———速滑馆内还能见到人
们俯身冲刺的场景，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场馆内大家脚踩雪橇从
高处滑下，还有更多的场馆期待
着高水平的国际和国内赛事在
此举办。 （据《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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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一周年纪念
活动暨“第七届中国残疾人冰雪
运动季”2023 年北京市残疾人冰
雪嘉年华活动 7 日在北京世园
公园开幕。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组织者将举办各类残疾人
冰雪项目推广、残疾人大众冰雪
体验活动，吸引和动员更多残疾
人参与冬季体育健身活动。

一年前的北京冬残奥会，来
自世界各地的残疾人运动员在
冬奥延庆赛区相互尊重、彼此激
励、突破极限，精彩演绎了“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
林匹克新格言，深刻诠释了“勇
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
值观。 此次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
季以“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发展
残疾人大众冰雪运动” 为主题，
鼓励和引导残疾人积极参与冬
季康复健身体育活动，在冰雪活
动中动起来、乐起来、强健起来，
增加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

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
员会主席张海迪宣布活动开幕。
随后，现场的残疾人朋友热情高
涨，体验了旱地冰壶、雪地悠波
球、雪地摩托、雪圈滑梯、趣味自
行车、 单双人冰车等冰雪项目。
两届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冠军陈
建新向全国残疾人朋友发出倡
议：“希望残疾人朋友们都能积
极融入社会， 激发昂扬锐气，做
冰雪运动的参与者、自强不息的
示范者，努力在人生的赛道上超
越自我、追求精彩。 我会继续努
力训练，切实发挥好自身的影响

带动作用，引导更多人加入冰雪
运动行列当中。 ”

北京冬残奥会金牌获得者、
轮椅冰壶队唯一的女队员闫卓
也来到了现场，“举办这个活动
非常有意义，能让大家再次感受
冰雪的气氛，引起共鸣。 也希望
通过这个活动带动更多的残疾
人朋友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体
验更多的冰雪乐趣。 ”

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是为了普
及残疾人冰雪运动而组织开展的
大众冰雪活动，自 2016 年开始举
办，每年举办一届，已经成功举办
了六届， 为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
搭建了平台， 从而对带动更多的
残疾人融入“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
长郭治斌介绍，后冬奥时期，北京
市将持续开展冰雪运动进社区

“流动大讲堂”活动，在残疾人朋
友中普及冰雪运动知识， 指导科
学参与冬季健身运动； 持续开展
残疾人“冰雪嘉年华”活动，使之
成为首都残疾人朋友的冬季健身
娱乐盛会；同时，还将持续开发适
合残疾人朋友个性化需求的冰雪
项目， 依托有条件的温馨家园开
展好旱地冰壶、 迷你桌上冰壶等
活动， 激发残疾人朋友参与冰雪
运动的热情。他表示，要持续发挥
北京冬残奥遗产作用， 管好用好
无障碍冰雪运动场馆场地， 市残
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冰壶冰球
馆将有序向残疾人朋友免费开
放，实现残疾人冰雪运动常态化。

（据《光明日报》）

第七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开幕

近日，《新闻联播》 新春走
基层节目聚焦四川省绵阳市平
武县木皮藏族乡关坝村，以“关
坝村的‘甜蜜事业’”为题深度
报道了关坝村因地制宜， 走出
了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振
兴、绿色发展之路。

节目生动讲述了生活在大
熊猫国家公园腹地的关坝村村
民如何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打
造生态产业， 终于将养蜂转化
为能够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的绿
色产业。 镜头对准了春节期间
村民忙碌的场景， 记录了人们
信心满满、干劲十足的画面，通
过一个个乡村振兴的火热故事
为观众展现关坝村甜蜜事业蓬
勃发展的生动画面。

2022 年是关坝村生态保护
绿色产业发展收获满满的一
年， 也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资助
项目在当地如火如荼开展的一
年。 在美团外卖 85 万公益商家
的捐赠下，“青山公益自然守护

行动” 资助当地的社会组织平
武县关坝流域自然保护中心开
展“四川平武县关坝村大熊猫
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项
目”，一方面帮助机构完善巡护
监测体系， 开展全民管护的能
力提升，实现保护工作从“专业
巡护”走向“专业巡护+全民管
护”；另一方面支持当地发展中
蜂生态产业， 提升中蜂产业园
功能性作用， 促进关坝村生态

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同时
辐射、 带动周边更多社区参与
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之中。

《新闻联播》新春走基层节
目全方位呈现了关坝村高山养
蜂、自然教育的成果，并点赞道：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将原来传统靠山吃山转变为利
用山里资源发展生态经济，关坝
村对“两山理念”如何转化的探
索一直没有停止。 （徐辉）

青山公益助力关坝村走绿色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