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爱的冰墩墩和雪容融，喜庆的中国
结和六角宫灯，美味的驴打滚和艾窝窝……
除夕当天，延庆冬奥村用特色的中国年味布
置和丰富的中西餐饮美食，让各国运动员和
随队官员充分感受、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
度过一个难忘的春节。

1月 31日上午，菲律宾、东帝汶、摩纳
哥、智利、马达加斯加、法国共 6个代表团
14人入境后进村入住。下午，拉脱维亚、
希腊、斯洛文尼亚、意大利、中国台北等 14
个代表团 92人进村。目前，村内居民达到
近 800人。抵达当天恰逢中国除夕，运动
员一进村就感受到一个别样的运动员之
家。各个居住组团高高挂起中式六角造型

宫灯，每间运动员公寓也都贴上了对联，年
味扑面而来。

运动员餐厅出入口，餐饮团队提前摆
放了冰墩墩和雪容融景观雕像。餐厅显著
位置悬挂了中国结、小灯笼等，餐台上也张
贴中国年味的窗花、剪纸，墙面上则是中国
年文化墙图片、雪花等。

除夕当天吃什么？“年三十儿自然离
不开饺子，外国友人喜爱的北京烤鸭也
有。”延庆冬奥村餐饮领域相关负责人介
绍，菜品方面，餐厅提供不同馅料的饺
子和烤鸭，还有驴打滚、艾窝窝等中国特
色传统小吃，满足不同国家运动员的口
味需求。

服务保障人员的村内生活也趣味十
足。下午 3 点多，一场“守海陀岁·延庆
冬奥村新村民共赢未来”主题活动在访
客中心举行。“微笑的雪，为大地开花；爱
洒向手心，纯洁无瑕……”中外志愿者们
用 12 种语言唱起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之
歌《燃烧的雪花》，击鼓传花，匿名交换明
信片，现场温馨又热闹。而在媒体中心，
志愿者写福字，贴福字，迎接春节和冬奥
会的到来。晚上 6 点多，延庆冬奥村还
迎来了“志愿者虎年春节联欢晚会”，志
愿者各显身手带来弹唱、传统曲艺、芭蕾
舞表演等节目，以“线上村晚”开启新的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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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短讯
日前，区政协主席张远与

九三学社延庆支社、民建延庆
支部、民革延庆支部、民进延庆
总支部的代表开展座谈交流，
听取民主党派对政协工作的意
见建议。区政协领导吴辰英、
张立新、刘井辉参加。

（谢春娟）
近日，我区召开乡镇街道

政法委员2021年度述职会，会
议采取现场述职和书面述职的
形式听取各位委员履职情况，全
面总结2021年度政法工作，安
排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区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刘瑞成出席。

（任颖）
近日，国家森防指办公室

主任、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兼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永利带队
来延，调研冬奥延庆赛区周边
森林防灭火工作，并召开座谈
会。应急管理部、国家林草局、
市森防办、市园林绿化局相关
部门负责人，以及区委常委、副
区长丁章春出席。

（任颖）
日前，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马红寰带队先后来到香水园
街道、儒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和区志愿服务之家，调研
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工作、区志愿服务之家建设及
运营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陈扬）

紧 张 忙 碌
的工作之余，凯
悦汤泉酒店为
保障组工作人
员准备了春节
慰问礼物

世园凯悦
嘉轩酒店花式
过大年

夏都会议
中心驻店食品
安全保障小组
对酒店早餐使
用的 11 种餐
具和自采食材
进行ATP检测

为了让大家在除夕夜吃得安全放心健康，市场监管工
作人员进行全面细致的排查工作

皇冠假日酒店喜迎新春，组织员工、驻店保障组工作
人员、住宿客人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下，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受到入住中外宾客的欢迎

本版图片文字由各驻点（店）保障组提供

来自首都各高校的冬奥志愿者们在延庆赛区驻地贴春联、挂红灯笼，迎接春节和冬奥的到来。

新春悄然至
保障忙碌关爱浓

1月 31日，除夕夜。在这个家家团聚的日子，凯悦汤泉驻
店冬奥保障组成员还在会议室中忙碌着，统计宾客入住、汇报
每日数据、查询次日宾客信息……冬奥准备工作仍在紧张有
序地推进着，年也悄然而至。

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酒店也尽力让工作人员感受到年
的氛围、家的温馨。早晨，会议室里传来阵阵欢笑，凯悦汤泉
驻店保障组组长携手酒店经理为工作人员准备了春节慰问礼
物。精心准备的点心和零食，代表着保障组和酒店各自的心
意，双方的心紧紧靠在一起，正如那共同挂起的中国结。酒店
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小活动和丰盛的年夜饭。餐前，大家
热热闹闹地剪纸、写福字，生动活泼的纸老虎和财神让人忍俊
不禁，一张张红纸上写的是工作人员对新春的期盼。现场还
有舞龙和包饺子的环节，大家围在桌前一同为年夜饭忙碌着，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都渐渐褪去。虽然大家不能回家与亲人团
聚，但是依旧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馨！

“战地”过新年，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了大家不仅是同事，也是
战友，亦是家人。保障组和酒店两股力量紧紧聚在一起，心靠在
一起，没有不能战胜的困难！新的一年，携手并进，一起向未来。

手到福到心意到
花式传统过大年

“看看我写的福字咋样？”“我也来试试？”除夕，在世
园凯悦嘉轩酒店的大堂里，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
氛围。

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为缓解闭环工
作人员对亲人的思念，世园凯悦嘉轩酒店开展传统文化
体验活动，“花式”过大年。酒店在大堂专门设立了体验
区，准备好笔墨纸砚、剪刀、纹样等物品，入住宾客可以亲
手书写“福”字、春联，体验剪窗花，装扮自己的房间，营造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除了传统文化体验，酒店还为入
住宾客准备了饺子、福袋，让大家在酒店这个大家庭中过
一个“别样”又快乐的春节。

除夕，繁忙的24小时
新春佳节，冬奥将近，世界聚焦。来自世界各地

的国际友人在冬奥盛会到来之际，度过了一个最具中
国特色的节日——春节。为保证入住酒店客户群在
中国过一个祥和、安全、充满中国味儿的中国年，八达
岭希尔顿逸林酒店驻店保障组的市场监管人员戴洪
亮和张明俊的除夕是这么度过的。

凌晨 4:30，准时到达酒店后厨，开始晨检，防止出
现食品安全风险。厨师在进行制餐过程中，保障人员
对冷食专间是否达到“五专”要求、生熟食菜刀案板区
分使用等高风险点进行重点监督。

早晨 5：30，餐厅，检测餐具洁净度（ATP）。检测
合格后，保障人员又要对餐食、餐食标签与菜单逐一
核对，查看餐食与标签、菜单是否一致，标签是否使用
中英文标注主辅料及过敏原提示等。

早晨 6:40，留样室，逐一核对早餐留样，查看菜品
名称、餐次以及制作时间等信息，按要求双份留样。
早餐后，正餐检查流程一致。

上午 9:00，缓冲区，接收食材，协助酒店逐一核对
食材品种、批次及数量，并核对食材检验报告与实物
品种、批次是否相对应，对于无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与
实物不一致的食材坚决不得使用。

下午 14:00，食材快速检测，蔬菜、水果农残快
检；菌菇类二氧化硫快检；食用油进过氧化值和酸
价快检；熟食制品亚硝酸盐快检……合格后方可
使用。

晚上 20:00，检查商品，酒水、预包装食品是否明码
标价、是否中英文标价等，同时告知酒店应提供可降
解餐用具，积极践行绿色奥运。

晚上 21:30，监督夜班餐饮从业人员食品原料粗加
工，食材是否腐败变质；蔬菜、肉类食品原料是否分池
清洗；半成品原料是否分开存放等。

晚上 22：00，复盘总结，保障人员会同酒店食品安
全经理、行政总厨及中西餐厨师长召开工作会，复盘
当日保障工作，确保第二天工作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保障人员还要定期对酒店使用的特种
设备、化妆品、销售冬奥特许产品等开展检查。

不仅是除夕，自 1月 20日进入闭环以来，市场监管
保障人员都以“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失”的标准，以
强有力的监督抓深、抓细、抓实各项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作出市场
监管人的贡献。

欢声笑语冬奥年
除夕当天，阖家欢乐、喜迎新春之时，新华家园酒店保障组

医疗小组和交通小组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进入工作状态，开始了
早间准备。在发车前，统计乘车人数，确定符合乘车条件人群，提
高乘车效率。

忙碌一天，保障小组工作人员忙里偷闲，聚在一起，迎新
年，“祝全国人民虎年大吉，虎年一起向未来！”大家齐声喊出新
春贺词，录制拜年视频。新年夜，少不了饺子，全体酒店员工和
保障组成员一起包饺子，感受“家”的温暖。

夜幕将至，欢声笑语响起，新华家园酒店在员工食堂举办
了新年联欢活动，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登场，在新春佳节之际
让全体保障冬奥会的员工感受浓浓年味。

相约冬奥盛会
暖心过大年

1月 31日的除夕夜，因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而非
比寻常，也让世界各地的宾朋相聚在这里。曾府酒店早早布
置好了红火喜庆的新年装饰，为这个特殊的春节增添了浓郁
的节日氛围。

除夕之夜，曾府酒店保障小组和酒店工作人员在工作之
余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纷纷展示自己包饺子的手艺。除此之
外，酒店还为客人们准备了年夜饭加餐，让大家出门在外也能
享受丰盛的年夜饭。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重点对节日期间的制
餐流程、环境卫生等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大家能在吃得好的同
时吃得放心。

晚餐后，保障小组还准备了游戏环节，并用双语送上新年
致辞，既有新意又温暖人心，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酒店工作
人员还为大家准备了贴心实用的新年礼物。

除夕当天也是五位冬奥服务保障人员的生日，冬奥进行
时的生日特殊又有意义，保障小组特意准备了生日蛋糕、长寿
面，为他们唱生日歌并送上生日祝福，希望这次特殊的生日能
够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

编者按：虎年到，合“家”欢，欢欢喜喜冬奥年。除夕夜，在冬奥延庆赛区各驻点（店），一群群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们聚在一起，服务保障冬奥会，欢度新春佳节。冬奥将近，冬奥会服务保障人员早晚忙碌，保障万无一失。除夕之夜，驻点（店）活动
丰富多彩，写春联、包饺子、笑语欢歌，年味不减。大家用坚守书写担当，用真情传递温暖，热热闹闹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年，共赴冰雪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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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冬奥村的特色年味布置，让外国代表团体验中国文化魅力

12种语言唱起《燃烧的雪花》
北京日报记者 任珊

最
美
冬
奥
城
春
节
旅
游
热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琪 石嘉琪）春节逢冬
奥，最美冬奥城延庆备受瞩目，假日旅游一片
红火。

虎年第一天，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新春的
第一缕阳光，成为不少游客登高赏景的好去处。
破晓时分，天边渐渐泛起红晕，由粉色慢慢渲
染，直至金色的阳光越过山峰，铺洒大地。霎时
间，长城如同一条金龙盘踞在群山峻岭之间，巍
峨壮观。斑驳的光影在墙面上流转，尽显岁月
悠悠。攀爬至高处，驻足远眺，南侧群山苍翠，
北侧则有色彩艳丽“海陀塔”身姿绰约和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的白色雪道倾泻而下，让人感受到
激情冬奥的独特魅力。“今天是虎年的第一天，
来长城迎接新春第一缕阳光图一个好兆头。”游
客王女士说，“在雄伟的长城上还能看到海陀山
上的冬奥赛区，也祝愿冬奥会圆满举办，运动健
儿虎虎生威，勇夺金牌。”

春节期间，我区各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预约
限流、扫码测温等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并大力
宣传文明旅游，确保广大游客玩得安全、开心。
八达岭长城景区管理部部长张伟说：“为做好疫
情防控常态下景区的各项旅游服务工作，节前

我们对景区的安检设备进行了更换。同时，我
们在长城上又增加了三个视频监控点位，临时
组建了一支 16人的防控队伍，全力保障游客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以“与冬奥同时 与中国同步”为主题的
2022年北京龙庆峡冰灯冰雪季正在火热举行。
传统文化与冬奥元素都被融进冰雪建筑中，五
彩斑斓的冰灯、彩灯将龙庆峡风景区装扮成一
个梦幻的世界。位于龙庆峡风景区彩灯核心区
的美食广场上，老北京梨汤、冰糖葫芦、热干面、
棉花糖等传统美食自不用说，还有酸奶、麻花等
风味小零食，让游客在欣赏旖旎灯光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舌尖上的幸福。

今年春节假期，乡村民宿过大年也成了不
少留京人员的选择。包饺子、剪窗花，还有各具
特色、热气腾腾的美食，大人小孩共同举杯，迎
接新春佳节。走出门，看看旱船、舞狮表演，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上冰上雪，体验冰雪运动的
激情，共享冬奥盛事；眺望海陀，欣赏自然生态
之美……

过春节来延庆，登长城、赏冰灯、住民宿、戏
冰雪，在最美冬奥城中感受不一样的新春氛围。

文明实践“鸿雁”传情 闭环内外情牵冬奥
本报讯（通讯员 宁俊勇）虎跃龙腾万

象新，冰雪冬奥激情酣。在新春佳节将
至、北京 2022年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1
月 31日，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
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延庆区
分公司开展“文明实践为冬奥送家书”活
动，与延庆冬奥村、33个涉冬奥居住点、
集中隔离观察点、居家隔离点等点位的
运行团队一起，向冬奥闭环工作人员和
服务保障人员家属寄一封家书，在春节
到来之时为他们传递思念和祝福。

家书自古以来都寄托着不尽的祝福，
其中的牵挂与问候时刻温暖着人们的心。
春节期间，冬奥闭环工作人员和服务保障
人员仍然坚守在服务保障一线，面对挑战，
家人永远是他们勇往直前的坚实保障。
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帮助寄

送家书的形式，让闭环内人员感受到家的
力量，让家属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除夕上午，当大家在享受假期的时
候，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
员和“延庆乡亲”志愿者，紧锣密鼓地忙
碌，打印信件及照片、抄写地址、查询邮
政编码、封装……第一批 276封装满家人
思念的家书，就在这一天从北京市延庆
区出发，最远将送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最近就送到附近的延庆区
儒林街道格兰一期小区。

“值此冰雪冬奥与中国农历新年‘双喜
临门’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冬奥工作人员
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出‘征’，不能与家人
团聚，背后都离不开家人的理解支持和默
默付出，为了表达对工作人员家属新年的
关怀和问候，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运行团

队与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的慰
问活动，既带去春节的问候，也与家人分享
服务冬奥的喜悦，让我们工作人员安心工
作，感谢延庆区委宣传部（区新时代办）的
大力支持。”延庆冬奥村人事经理吴栋说。

“新春佳节本是家人团聚的日子，那
么多冬奥服务保障人员在我的家乡为冬
奥服务，我也得想办法为他们做些什么。
今天是除夕，作为一名‘延庆乡亲’志愿
者，我用志愿服务为他们服务！”延庆区

“墨墨祝福”志愿者协会志愿服务之家点
位负责人杨秉立说。

“帮助冬奥闭环工作人员和服务保障
人员传递家的温暖和思念，是我们邮政人
服务保障冬奥会的一点心意。所有在延
的冬奥建设者们，您为冬奥服务，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延庆区分公司为

您服务！祝大家新春快乐，与家人心在一
起！”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延庆
区分公司副总经理梅冬说。

“以文明实践助力冬奥，是我们当前
的一项中心任务。通过‘冬奥爱心接力’志
愿服务微信群，第一时间掌握冬奥村、33
个涉冬奥居住点、集中隔离观察点、居家隔
离四类人员邮寄家书的诉求后，我们及时
组织‘延庆乡亲’志愿者开展了文明实践为
冬奥送家书活动，为冬奥建设者及家人搭
建暖心桥梁。这个活动将在春节期间持
续开展，把更多冬奥服务保障人员对家的
声音及时传递回去。”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贺迎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