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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孙铭阳）由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指导，黑龙江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的 2021“龙江非遗年
度人物”评选网络投票环节，日前
正式结束。6天时间，35名候选人
共获得170余万的投票总数，伴随
候选人在得票数上的角逐，“龙江
非遗”的话题骤然升温。

“本次评选对象包含非遗传承
人、非遗企业负责人、非遗行业投
资者和管理者、非遗艺术家和研究
者、传播者，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这
也与主办方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影响和宣传是一致
的。”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负责人
栾永欣说，作为 2021“龙江非遗年
度人物”专家评审会成员之一，他
认为评选标准首先要能够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具有代表
性的。其次，应该能够在实现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转化、宣传与

推广中具有突出贡献，同时应该在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
列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并取得突
出成绩的人。

同样身为专家评审会成员之
一的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吴璇
表示，希望借评选 2021“龙江非遗
年度人物”活动，提供宣传、推广非
遗的平台，为非遗工作者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选出标杆性人物，带动
全省非遗工作的发展和进步。

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孟
祥武说，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讲好
龙江传承故事，增强公众关注度，
提升非遗可见度，提高非遗美誉
度，凝聚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到非遗
保护事业中来。

通过此次活动，东北大鼓、桦
树皮画、鱼皮制作、兰西挂钱等很
多非遗项目被大众所熟知，非遗传
承人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们的
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2021“龙江非遗年度人物”
网络票选结束

35名候选人共获170余万投票

本报13日讯（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杨镭）据央视网报
道，在13日进行的2021~2022赛
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
美国鹿谷站比赛中，我省名将孔
凡钰发挥出色，以 84.58分获得
亚军。赛后，据国际雪联官网确
认，孔凡钰已获得北京冬奥会参
赛资格。

作为 2018年平昌冬奥会铜
牌得主，孔凡钰在本赛季表现不
错，此前先后在世界杯芬兰卢卡
站和加拿大勒瑞莱站拿到冠军
和季军。

本站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世界杯在北京冬奥会前的最
后一站比赛，中国队由现世界排
名第一的徐梦桃与孔凡钰、邵
琪、许诺共同出战。不过徐梦桃
在资格赛中出现失误，未能晋
级，孔凡钰与邵琪、许诺则进入
决赛。

决赛第一轮，孔凡钰选择了
难度系数 3.71的 bLTF动作，并
顺利完成，得到99.79分，排名第
3晋级，邵琪和许诺则在这一轮
止步。

在决定名次的决赛第二轮比
赛中，孔凡钰使用了难度系数达
到4.027的bLFF动作，这在她本
赛季此前的比赛中是不多见的。
不过，她在落地时出现失误，导致
落地分只有2.10分，总得分84.58
分，落后于得到118.05分的澳大
利亚名将皮尔，最终屈居亚军，季
军则被白俄罗斯的胡斯科娃以
82.65分获得。

在本站男子比赛中，三名中
国选手王心迪、杨龙啸、孙佳旭
发挥出色，包揽了冠、亚、季军。

另外，本站世界杯结束后，
根据国际雪联官网显示，孔凡钰
已经与徐梦桃、邵琪确认获得了
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美国站摘银

龙江选手孔凡钰
获冬奥参赛资格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杨镭）据《北京日报》报道，
12 日晚，中国女子冰壶队参加
北京冬奥会的大名单正式出炉，
4名主力队员分别为姜馨迪、张
丽君、董子齐和韩雨，而老将王
芮将担任替补。这5名队员中，
有4人来自我省。

据了解，此次出战冬奥会的
中国女子冰壶队大名单，是通过
2021年 11月 22日至 12月 31日
进行的共计 6 站选拔赛产生
的。根据选拔赛中每名参赛运
动员的个人数据、胜负场次等进
行统计，再通过综合排名，参加
选拔赛的“韩雨队”最终集体入
围冬奥参赛名单。

在这支队伍的 4名队员中，
除队长韩雨外，其他3名队员均
来自我省。这支队伍是 2018年
平昌冬奥会后组建的一支年轻队
伍。其中，韩雨、张丽君、姜馨迪
曾与另一名队友赵芮伊一起，在

2019年为中国女队重夺阔别5年
的亚太锦标赛冠军。而董子齐则
是在此后加入这支队伍，组成了
如今这套阵容，她们在2021年冰
壶世锦赛上最终获得第10名。

另外，在替补人选的选择
上，同样来自我省的经验丰富的
老将王芮将成为年轻队友们的
坚强后盾。王芮曾随中国女队
获得过 2015年世锦赛第五名和
2017 年亚冬会冠军；而在混双
项目中，她曾与巴德鑫搭档，获
得2016年世锦赛亚军和2018年
冬奥会第四名。

根据世界冰壶联合会公布
的赛程，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比
赛将于2月10日开赛，中国女队
将在 2 月 10 日至 2 月 16 日共 7
天时间内分别与丹麦队等进行
9场循环赛，循环赛前四名晋级
四强。女子冰壶项目的金牌将
于 2月 20日即北京冬奥会最后
一个比赛日产生。

中国女子冰壶队冬奥会参赛名单出炉

“新5朵金花”
4人来自黑龙江“我们都很喜欢上冰课，体会到了学习以外的新

乐趣，我还要挑战冰壶运动，感觉既动脑又活动了身
体，很刺激！”日前，哈一中高一学生李佳轩直呼体育
课冰雪运动很解压。

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2021~2022学年
度“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系列活动，强化体育课和课
外锻炼，着力推进校园冰雪运动的广泛开展。以“冰
球+”项目筑巢引领，促进校园冰雪运动项目全面活
跃；城区重点抓上冰率，县（市）重点抓地方特色冰雪
趣味活动。

据了解，香坊区近九万名中小学生参与冰雪活
动，比例达到 100%。目前，以新成学校为代表的中
小学生冰球队达11支，以朝一中为代表的雪地足球
队 20余支。香坊区的冰雪体育活动已经由原来冰
上项目向雪上项目推进，由冰雪体育活动向冰雪艺
术活动迈进。

而对于有七个乡镇处于半山区的阿城区来说，
其丰富的滑雪资源成为普及滑冰后的又一重点发展
方向。2021年，该区有 8所学校开展了校园越野滑
雪，有条件的学校还开展了高山滑雪，力求滑雪运动
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形成普及开展。

以“校校浇冰场、人人会滑冰”为努力方向的道
外区，各中小学校浇冰率 100%，上冰课人数逐年递
增；南岗区各中小学校开展冬季长跑、雪地足球、冰
上拔河、冰雪游戏、雪雕、冰壶比赛等丰富多彩的趣
味冰雪活动；平房区57%学校为冰雪特色学校，有20
所学校开设冰壶课程，17所学校开设滑冰教学课程，
冰雪活动得到蓬勃开展。

松北区教育局要求各校至少保证每周两节以上
的冰雪课程，有条件的学校要尽可能多地开设冬季
体育运动项目，成立冰雪社团，并把冰雪课程纳入课
后服务中。双城区全区 64所中小学校体育课统一
变为冰雪课，浇建冰场，让孩子们在享受冰雪运动乐
趣的过程中掌握各项运动的技能，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夯实基础
校园冰雪运动全面活跃

冰球、花样滑冰、舞龙带、抽
冰尜、冰壶、雪地足球……近日，
群力实验小学校园内热闹非凡，
道里区 2021~2022学年度“百万青
少年上冰雪”活动在这里拉开帷
幕。

近年来，该校持续营造冰雪
活动的良好氛围，带动学生深入
了解冰雪文化，积极投身冰雪运
动。聘请了专业教师来组织学生
积极开展冰雕、雪塑课程；美术教
师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开展了冰雪
作品征集，动手动脑的同时更深
入了解家乡的冰雪文化和冬奥知
识。

哈市“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系
列活动，以喜迎“北京冬奥”全面
开展校园冰雪运动为主题，普及
冰雪体育运动知识，扎实推进校
园冰雪体育运动发展，把开展校
园冰雪活动作为阳光体育新载

体，形成人人上冰雪，校校有活
动，打造哈市特色的校园冰雪运
动教育体系。

积极开展“冰雪5+5”（冰上项
目有速度滑冰、打冰道、抽冰尜、
冰球、冰壶，雪上项目有滑雪、堆
雪人、滚雪球、雪雕、拉爬犁）特色
活动，大力开展冰雪体育赛事（冰
球、冰壶、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
雪、雪地足球）。举办“校园冰雪
文化节”，推进校园冰景雪塑制作
活动，实行寒假学生冰雪活动家
庭作业制度；开展全市中小学生
冰雪系列比赛，有速滑、花样滑
冰、冰壶等项目；举办冰雪征文、
摄影、书画、冰雕、雪雕等展评活
动。

道里区组织开展冬季长跑、
堆雪人、跳绳、踢毽子、抽冰尜等
户外趣味活动。积极与气膜馆沟
通，制定全年上冰方案，安排上冰

课表，充分利用学校冰场、社会冰
场等资源，确保学生寒假上冰次
数不少于三次，冰雪特色学校学
生上冰不少于两周。

道外区连续举办27届的冰尜
比赛，已成为“经典曲目”，深受学
生们的喜爱；南岗区继红小学冰
雪大课间和特色冬季冰雪课程已
成为本校校本教材并深得学生们
的欢心；松北区各学校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比赛，例如实验学校的
冰壶比赛、乐业二中的速滑比赛
等，大大提升了学生对冰雪运动
的兴趣。

呼兰区各学校组织开展学生
寒假期间上冰雪活动，保持冰场
开放，同时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
体质情况，布置体育冰雪作业，广
泛开展雪地徒步、堆雪人、跳绳、
踢毽子、抽冰尜等户外趣味性活
动。

喜迎冬奥 打造特色教育体系

旋转、腾跃，犹如一只自由的鸟
滑翔在冰场上，唯美令人痴醉，在12
日下午举行的 2021~2022学年度哈
尔滨市中小学生花样滑冰比赛中，
来自哈尔滨市第三十九中学的高剑
同学以优美、流畅的动作取得初中
组男子单人滑金牌；该校马伊杉勇
夺初中女子组 1000米、1500米两块
银牌。据悉，2020年，哈尔滨市第三
十九中学被教育部授予“全国冰雪
特色学校”称号，学校先后开展了
冰壶、雪地足球、滑冰等活动进校
园，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冰雪运
动中，强健体魄、体验快乐，并从该
校“滑”出一大批优秀的冰雪运动

员，有的入选国家队。
据了解，哈尔滨市现有国家级

冰雪特色学校 74所、省冰雪特色学
校 89 所、市级冰雪特色学校 126
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
育示范学校 20 所、冰球特色学校
120 所、王嘉廉冰球希望工程学校
10所等一批特色学校，全力推进广
大青少年参与冰雪活动和冰雪运
动。

据悉，在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
会上，阿城区有 8名体育教师参加
裁判工作，还有两名阿城培养出来
的世界冠军蔡雪桐、张可欣将参加
比赛。

□文/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莉
摄/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春雷

“抢断！”“快传！”日前，在哈尔滨市第一中
学校内冰场上，冰球队队员们利用午休时间正
在抓紧训练，击球声、球杆碰撞声，加之进球的
呐喊声交织成别样的乐曲激荡校园。

迎冬奥，共筑冬奥梦，哈尔滨市 2021~2022
学年度“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相继展开，形
式多样的上冰雪活动在冰城各个中小学校园里
掀起一股股“冰雪热”。哈尔滨市教育局不断丰
富学校冬季体育内容，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冰城中小学生在冰
雪中放飞自我，亲近自然，强身健体，参与冰雪
运动的热情加倍释放。

冰城青少年冰城青少年
迎冬奥迎冬奥 享冰雪享冰雪

厚植沃土 培育冰雪体育运动好“苗”

哈 一哈 一
中冰球队中冰球队
训练中训练中。。

冰雪趣味活动。

◀◀抽冰尜抽冰尜。。

▲▲冰壶运动深冰壶运动深
受学生们喜爱受学生们喜爱。。

（上接第一版）会议强调，各
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当前
供热、锅炉等领域安全生产特点，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全面开
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摸清底
数现状，立即组织全面排查，摸清
各供热企业、各类锅炉及特种设备
安全现状，特别是轻烃供热站数
量、轻烃燃气锅炉数量、轻烃燃气
管道及储罐等设备设施安全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要突出监管重点，
全面加强供热企业热源点、锅炉
房、输送管线、换热站等各个关键
部位安全监管，突出加强密闭空
间、锅炉等特种设备监管，特别是
要加强轻烃燃气生产、销售、运输、
使用、存储等各环节的安全监管。
要狠抓问题整改，结合新一轮安全
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回头
看”、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等工
作，认真落实“双签字”要求，健全
完善隐患排查、整改、验收、销号责

任链条，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各级
领导要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要求，对当前供热和锅炉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再安排部署再督查检
查；各级负有供热和锅炉安全生产
监管职责的部门要认真落实《黑龙
江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重点
环节监督管理职责清单》，坚持照
单履职、照单检查，要严厉打击非
法违法和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
行为。各级各类供热和锅炉使用
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法定责
任，将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实到车
间、班组和岗位员工，加强检查巡
检，坚决杜绝“三违”行为，把各项
安全防控责任和措施做细、做严、
做实、做到位，确保万无一失。省
安委会近期将组织省级综合督查
组，深入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
和重点企业，督促安全责任和防范
措施落实，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

立即排查整治供热、锅炉等
行业企业问题隐患

□陈经宇 刘铭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民峰 赵吉会

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这句话放在 47 岁的朱华身上，再合适不
过。一名普普通通的油田员工，用她的爱，
给无数个需要帮助的孩子送去温暖，也抚
慰了他们在人生旅途中孤寂的灵魂。近
日，记者从大庆油田采油四厂第五作业区
获悉，朱华荣登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榜”。

大庆油田女工荣登“中国好人榜”
记者了解到，“中国好人榜”是由中央

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上榜人是从广大网
友举荐、各地文明办审核推荐的217名候选
人中，经过初筛、网上展示、网友评议、专家
评审产生的。

热衷公益事业的朱华，不仅在工作岗
位上爱岗敬业踏实肯干，生活中还是一个
善良且执着的人。2006年至今，朱华获得
了许多荣誉。在这次获奖后，朱华说：“我
的心情很激动，更觉得责任满满，我要继续
把公益事业做下去，并且做好！”

一条广告让她和公益结缘
2006年，偶然间在网络上看到的一条

春蕾公益广告深深触动了朱华的心。
身为孩子母亲的她，看到遥远的藏区

有那么多孩子因为资源匮乏读不了书，天
寒地冻还穿着破旧的衣服，她十分难过。
她常常想，能不能为这些孩子做点儿什么。

于是，朱华和爱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资
助那里的孩子。几经辗转终于和那里取得
了联系。最初，朱华捐助了一个叫吾金卓
玛的女孩，后来在助学的过程中，她又了解
到孤儿多扎等3名孩子，就对他们都进行了
资助。

“我的能力有限，只能资助 4个孩子。”
那时，通信不是很方便，朱华却依然坚持和
孩子们通信。“我觉得资助一个孩子不光是
在经济上，更要在心灵上呵护他们，让他们
感受到爱。”

她是孩子们最美的“高原妈妈”
在众多被资助的孩子们眼中，朱华就

是他们心中最美的“妈妈”。殊不知，这一
声声“妈妈”的背后，承载了朱华很多不为

人知的辛酸和艰难。
2010年，朱华的父亲因病住院，在护理

父亲的时候，由于劳累，她感到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后，被告知怀疑是胃癌。接踵
而来的打击几乎将她打倒，但是，在全家人
的支持下，朱华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

后来，玉树发生了地震。她马上打电
话联系资助的孩子们，由于通信中断，电话
打不通，她心急如焚。直到隔天凌晨，才得
知几个孩子都平安的消息。即使家里已经
很拮据了，她还是给孩子们汇去了 2000元
钱，并含泪留言：“孩子们，只要你们坚持，
我们就会一直支持你们！”

上天总会眷顾善良的人，后来，朱华经
检查排除了胃癌，她的父亲也顺利渡过了
难关。

十多年来，朱华不间断地为孩子们提
供生活、学习用品，关心孩子们的生活，甚
至前往青海和孩子们同吃同住。

在她的倡导和带动下，2012年 3月“朱
华爱心志愿者协会”成立了，2018年在民政
局注册，正式更名为“大庆杏北爱心志愿者
协会”，2021年已发展至1200余名成员。

到了冬天，朱华又牵挂起远在青海的

孩子们，她和志愿者协会的伙伴们买来毛
线，开始一针一线为孩子们织温暖，并邮寄
到他们的手中，从帽子围脖到手套，一应俱
全。

从一个人的善举到一群人的爱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朱华从自己一

个人捐助，到组建杏北爱心志愿者协会，和
大家一起帮扶困境中的孩子们，共开展各
项助学、助困志愿服务 700余次，累计帮扶
17000余人次。

朱华个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省
道德模范、省优秀青年志愿者等荣誉称
号。所在的杏北爱心志愿者协会先后荣获
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全国示范性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平台等多项
荣誉。

朱华认为，“中国好人”这个荣誉让她
非常开心和自豪，但成绩不是个人的，是所
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我会带领协
会所有会员，尽己所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孩子，为他们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让他
们快乐、健康地成长为自信、独立的人。”朱
华说。

用爱温暖高原孩子

“高原妈妈”朱华荣登“中国好人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