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实施全民

健身战略。发展体育事业，加强群众健身

活动场地和设施建设，推行公共体育设施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实施青少年体育活

动促进计划，培育青少年体育爱好和运动

技能，推广普及足球、篮球、排球、冰雪等

运动，完善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体系。发

展群众健身休闲项目，鼓励实行工间健身

制度，实行科学健身指导。促进群众体育

与竞技体育全面协调发展。鼓励社会力

量发展体育产业。做好北京2022年冬季

奥运会筹办工作。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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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新区：传承弘扬奥运精神 体育工程利民惠民
—— 聚 焦 长 春 奥 林 匹 克 公 园

2000多年前，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
健康向上的体育竞技在神圣的奥林匹克兴起，
成为古代希腊人奉献给人类的一种宝贵精神，
一项文化财富。今天，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已
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它成为全人类的
文化盛会和文明遗产，它的丰富内涵和它对于
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文化观念和价
值取向，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繁荣发展的精神
源泉。奥林匹克精神所体现的是“互相了解、友
谊和团结”，奥林匹克运动不分运动水平高低，
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一切运动和竞技项
目，旨在参与。

传承和发扬好奥运精神留下的宝贵财富，
引导人们积极参与体育健身运动，强健体魄、砥
砺意志，长春新区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以
实际行动引领全市人民奔向体育运动的新征
程，尽享奥运精神带来的幸福感。

如今，徜徉在长春新区这片热土上，你会感
受到，这里的“民生步伐”走得铿锵有力。打开
长春新区的“民生发展路线图”，一项项民生工
程，无不联系着民心；一系列惠民政策，无不与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一组组民生数据，无不讲述
着新区决策者建设公平幸福新区的责任与担
当。

位于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的长春奥林匹克
公园是长春“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项目
之一，项目内容包括3万座位的体育场、万人体
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射击射箭馆、自行
车馆和体育运动学校，并配套建设星级宾馆，公
园内各场馆按甲级体育建筑进行设计，赛事定
位为全国性综合比赛和部分项目的国际单项比
赛，赛后定位为区域健身娱乐中心、休闲旅游中
心、商务会展中心、体育培训中心、青少年体育
活动基地、竞技训练基地等，是一项综合性体育
文化活动中心。

作为长春新区打造的重要民生工程，长春
奥林匹克公园是吉林省设备最先进、场馆最齐
全、占地面积最大的体育工程项目，是长春乃至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特色成果，也是全市人民
的骄傲。在这里，人们可以共享国内、国际体育
赛事，共同参与体育、了解体育、享受体育带来
的乐趣，它的建立承载了传递奥运精神的使命，
搭建了长春牵手世界、联通世界、走向世界的桥
梁，吸引了热爱体育事业和积极投身体育运动
的八方来客。

奥林匹克公园向公众传达着一种健康向上
的生活态度，发挥着潜移默化、公开直接的向导
作用，提升人们的身体素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
式，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和愉悦，是推动城市
人口素质提升和繁荣发展最有效的方式和途
径。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城市建设的一项
重要标志，一场场体育赛事在这里激情上演，一
座座奥运场馆在这里蓬勃崛起，一朵朵惠民之
花在这里傲然绽放。

写在前面：

长春新区招商电话：0431-81335602
本版撰稿 郭 琳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公

平幸福新区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春新区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改善民

生、服务大众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功能明确、网络健全、惠及全民的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努力做到便利化服务、制度化安排、长效化推进。

作为集经济发展、绿色生态、多元文化、时尚活力、智慧管理等

多要素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长春新区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通过网络化的城市绿道、高品质的城市生态公园、充满自然野趣

的郊野公园、专业化的体育培训与健身基地的引导建设，为人们塑

造一个绿色、环保、健康、低碳的生态之城。

长春新区成立一年多来，在努力构建对外开放格局，提升国际

服务功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同时，统筹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配套和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加大民生工程的持续投入力度，各

项民生服务事业取得了“质”的变化。

2017年长春新区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文体设施建设，

加快奥林匹克公园、奥体中心等项目建设，新区各开发区要根据区

域特点，启动建设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小广场、全民健身广场等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满足群众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需求。奥林匹克

公园建成后，不仅为市民带来享受体育赛事的乐趣与激情，还将定

期举办全民健身日、欢乐跑公益活动等一系列全民健身主题活动，

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群众体育，传播奥林匹克体育精神。

预计到2017年底，奥林匹克公园一期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

全民健身中心及附属配套工程将达到竣工验收，并完成部分装饰工

程，为承接2018年全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做好准备。

设计高端
凸显长白文化特色

长春奥林匹克公园是长春市“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项

目之一，位于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西邻中科大街，南邻乙一路，东

北邻鑫盛大街，是集竞技训练、体育培训、健身娱乐、休闲旅游、商务

会展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文化活动中心。公园总占地面积

52.76万平方米，一期工程占地面积31.83公顷，包括一场三馆即体

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及场地内的相关配套设施。

奥林匹克公园以“长白林海”为主题立意，引用长白山的动势并

承托森林之城的理念。以“长白林海”为立意主题的奥林匹克公园

体现了吉林特有的魅力。国内外体育场馆历来都是充分展示和体

现地域建筑技术的载体，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主体建筑也是如此。

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天池与苍翠茂密的森林是吉林大地秀美独有的

自然风光，也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因此，长春奥林匹克公

园的立意主题就以“长白林海”为主。体育场外立面给人以林海雪

原的感觉，“雪山”结构的顶棚与“山体”一样的看台融为一体，使建

筑造型艺术性独特，并且呈现出简约大气的美感。鸟瞰奥林匹克公

园，宛如一朵娇艳盛开的君子兰花，这是留给人的最深刻印象。而

这一印象，正是公园设计者的整体规划设计的主题：君子兰花瓣

——众星捧月。长春奥林匹克公园各个场馆的布局创意就取自长

春市的市花——君子兰。

整个园区的场馆布局采用集中式的总体规划布局，以体育场为

核心，其他各场馆呈众星捧月的辐射状分布在其周围。所有场馆都

依靠一座距离地面6米高的宽大环形平台连接，该平台将位于中心

的体育场和五座场馆连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从高处俯瞰园区，整个

园区就像是一朵盛开的君子兰花一样。各场馆充分展示了体育场

馆的结构力学之美，体现了地域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建成后将成

为区域内建筑形态的标志性建筑。

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满足竞赛要

求并服务于全民健身运动为宗旨，做到规模合理、功能适用、经济高

效，从未来承办国际国内赛事和开展群众健身、运动训练、产业开

发、休闲娱乐需要出发，坚持建设环保、节能、精品体育设施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本着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原则，建设一座布局合理、功

能齐全、国内一流的比赛场馆的同时，建成一座全面提升市民健身

环境及生活品质的综合型城市公园，为长春市民打造一个开展全民

健身运动的综合性场所。

既要有国内一流的比赛场馆，又要凸显长白松水的地域特色。

奥林匹克公园在景观设计上，以“林海雪原、长白天池”设计主题为

依据，展现“城市—公园—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景观。其中，林海

用密林的形式表达，雪原用草坡地形结合疏林种植表达，力求再现

长白山自然生态景观，采用原生态树种。景观设计中遵循了功能性

原则，满足赛时观看比赛的使用功能，完善赛后体育健身的参与功

能，为使用者和管理者提供宜人的景观环境；坚持了生态型原则，尽

可能地利用生态技术，做可持续发展的景观环境；凸显了地方性原

则，充分考虑到公园的地方性，使用本地材料，栽种适于东北生长的

植物，考虑冬季景观。

国际水平
满足承接国内、国际大型赛事需求

奥林匹克公园建成后，无论是否有赛事，这里都将成为聚集人

气、吸引客源的最佳场所，既能承接国内、国际各项赛事，又是市民

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也正是因为如此，正在建设中的奥林匹克公

园特别注重在功能分区上的合理设计，彰显人文关怀。

这里是推广全民健身运动的最佳场所，在非赛事时段，各种设

施都将对全体市民开放。奥林匹克公园内各场馆按甲级体育建筑

进行设计，赛事定位为全国性综合比赛和部分项目的国际单项比

赛，赛后定位为区域健身娱乐中心、休闲旅游中心、商务会展中心、

体育培训中心、青少年体育活动基地、竞技训练基地等。

在具体的功能分区上，整个建筑群分为体育公园区、北入口广

场区、南入口广场区、西入口广场区、市政绿化带等。其中：

——体育公园：设有漫步道、文艺表演等场地，生态湿地、自然

景观水面；X-GAME、儿童攀岩等场地。

——北入口广场区：园区主要入口，设有大型景观灯柱，服务设

施等。

——南入口广场区：园区主要入口，大型景观灯柱、老少活动场

地、服务设施等。南入口以功能性疏散景观为主，入口设两个大型

景观灯柱，东西两个广场为市民进行各种活动提供场所，有市民喜

欢的晨练广场和以自然地形为设计原则的儿童活动场地。

——西入口广场区：礼仪性入口，设有大型景观灯、双侧旗杆、

南侧林下设置休息空间、情景雕塑、服务设施等。其景观灯柱以天

然灵芝为创意，设计高度约20米。

——市政绿化带：自然坡地，阵列式树阵等。

设计者还充分考虑到体育场馆赛事人流集中的弊端。记者了

解到，按照规划，公园赛时，观众可乘公交或者根据赛时安排在园区

外停车，步行从北侧、西侧、南侧入口进入园区，经过大台阶进入二

层平台；比赛结束后，从二层平台或一层疏散口离开。裁判、运动

员、贵宾从西侧入口进入，一层设有专门的出入口。单馆有比赛时，

在二层平台设临时安检。赛时在西、北、南入口设安检系统。园区

内设停车位1141个，其中大客车70个。社会车辆及工作人员车辆

可以将车停在生态停车场后，步行进入园区，而自行车则可停在场

馆周边。园区内还设有电瓶车，全民健身馆设有地下停车场。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盲人，园区内盲道与市政盲道及建筑盲道贯

穿，形成畅通无阻的交通流线。结合景观灯布置于主要出入口及人

流活动较为密集的点位，还安装了室外音响和监控探头。公园按照

100米的间距，在整个园区的道路两旁及座椅周边、停车场出入口等

处安装了垃圾箱。

结合各项功能的精心设计，计划2017年底竣工的体育场、体育

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现场正在进行紧张施工，一场三馆

已粗具规模。据长春奥林匹克公园工程建设负责人介绍，奥林匹

克公园体育场可容纳34000人，设有国际标准足球和田径比赛场

地，结构类型为下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上部罩棚为全张拉索膜

结构，建筑层数最高为五层，罩棚高度60.35米，目前，主体结构、

钢结构及内墙砌筑已完成，环廊基础短柱、顶钢梁及回填已完成，

索膜结构索安装及提升已完成。体育馆位于场馆区西南侧，固定

坐席9007座，活动坐席2024座，主体四层，高度35.2米，可满足篮

球、排球、手球、羽毛球、乒乓球、击剑及冰上项目比赛要求，结构类

型为下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上部金属屋顶为大跨度钢桁架结

构，主体结构、钢结构及内墙砌筑已完成，金属屋面安装及外墙外

立面涂料已完成，训练场地垫层施工完成。游泳馆总座位数3011

座，设双面看台，四层功能用房，可进行跳水、游泳、花样游泳、水球

等水上比赛项目。全民健身中心位于场馆区东南部，设有乒乓球、

羽毛球、网球及健身房、武术、拳击、摔跤、柔道、击剑等多项功能的

运动场地，目前，地下室主体结构、主体钢结构安装已完成。屋面

钢结构桁架完成。

前沿科技
营造大绿大美的生态空间

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不仅在设计理念上融入了绿色、生态、科技、

人文四方面要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整体形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感，不仅如此，其在建筑使用材料上也是处处注重高新、高端的科学

技术，彰显出“更高、更快、更强”的科技魅力。

体育场的罩篷设计，采用了全张拉整体钢索膜结构体系，建成

后被拉成了马鞍的形状，强风吹来也不会颤动。这是我国第一个采

用此技术的体育场罩篷。在体育场的建设中，采用了大量最新、最

前沿的科技手段。

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公园内的所有场馆都没有集中空调，

而是采用了“地道风降温技术”。这种技术的优点显而易见：如果采

用空调降温，一个夏天每平方米的运转费用35元，而地道风降温技

术则将费用控制在每平方米5元左右。同时，在公园内的游泳馆外

墙，将安装4000平方米的太阳能，如此一来，就解决了游泳馆的热水

问题。这样游泳馆冬天也不用烧锅炉了，每年节省的运转费用就达

100万元左右，科技的魅力在公园内随处可见。

记者了解到，公园的夜景照明已成为夜间景观的重要组成元

素，设计者在考虑到合理的功能外，同样要为夜间参加活动的游客

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并且满足场地的景观氛围，从而达到功能与

视觉的完美统一。为此，他们设计了高度约20米的大型景观灯柱，

设计了高度约6米的款式各异的路灯，还设计了高度约3米的广场

庭院灯、停车场庭院灯，高度约0.5米的草坪灯。此外，还有投射灯、

射树灯等。在节能灯具的使用上，采用了太阳能技能板、led灯具。

其中，园路系统采用全截光型灯具，灯具表面氟碳喷涂，耐腐蚀，分

时段多模式控制。此外，公园内敷设管线不便的部分区域选择太阳

能灯具照明。

公园的排水系统与水资源利用系统，包括雨水收集及生态材

料，采用透水铺装、生态沟、渗滤系统、收集系统，把雨水汇集到雨水

收集池，而后用于绿地灌溉及路面清洗。北侧体育公园景观水面还

采用了膨润土防水毯。园区内的植被采用了“粗放式皮管喷灌+局

部自动喷灌、微灌”的喷灌形式。

在长春北部，一座座饱含奥运精神的建筑正在崛起，一项项让

人们充满期待的体育设施正陆续完善——

远远望去，那里犹如一朵盛开的君子兰花，花瓣簇拥着花蕊，

众星捧月；

细细品味，那里拥有长白林海、天池雪原，美景交错，大器天

成。

那里，就是正在建设中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

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这句话充分表达

了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虽然汉语只有

短短的六个字，但其中的含义却非常丰富。它既是指在竞技场上，

面对强手时发扬勇于拼搏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也暗指对

自己永不满足，不断地战胜自己，向新的极限冲击的毅力。

今天，奥林匹克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种共同的愿望、一种共同

的期待，一种共同的祝愿。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丰富，不断增

添新的内涵，成为人类不断创新、不断增长的宝贵精神文化遗

产。

曾经，我们只能在电视荧屏上观看响彻国际的体育赛事，透过

新闻媒体了解体育故事，“奥林匹克”“奥运圣火”似乎就在我们眼

前，却又是遥远而又触不可及的……如今，不敢想象，眼前这一群

风格迥异、大气洒脱的建筑，正是那曾经无形中赋予我们奥运精神

和力量的承载者，在我们忙碌而浑然不知地生活中，它已悄悄步入

我们的视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不得不说，这是一份惊喜，也是一份馈赠，这份傲人的礼物来

自于长春新区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奥林匹克公园为所有喜爱运

动，热爱体育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憧憬与希望，为整座城市增添了

生机与活力。

国内外体育场馆历来是充分展示结构力学美、体现地域建筑

技术最高水平的载体，也是区别于其他建筑形态具有独具特色的

标志性建筑。而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独特设计，展示了“长白林

海”的立意主题，体现着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天池与苍翠的广茂森林

这一吉林大地秀美壮丽、最具风貌的自然特征。“雪山”构型的屋顶

罩棚与“山体”看台融为一体的建筑方案，使建筑造型艺术独特并

突出功能和谐、简洁美观。

带着对饱览这寓意深刻、独特设计的期待走进建设现场，全张拉

索膜结构罩棚的雏形、遍地林立的脚手架、“长白林海”的初步造型、

“君子兰花瓣”的大致布局……红色、黄色施工帽不停地移动穿梭，塔

吊旋转强烈的轰鸣声……施工场地尘土飞扬、紧张忙碌的作业气息

振奋人心，鼓舞人心，让人充满幻想，又不得不按捺住好奇心。

随之，一系列奥林匹克公园未来投入使用后的光彩景象、恢弘

而壮观的建筑成果一一浮现在眼前。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热情的群众摇旗呐喊，青少年有秩序的接受体育训练，晨跑与

散步的身影遍布清晨和傍晚。这似乎就是长春新区正在为这座城

市的未来描绘的新图景。

奥林匹克公园把奥运色彩带到我们的生活里，让我们领略奥

运精神，指引我们走向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节奏，未来，我们不仅

仅享受的是艺术建筑的视觉魅力，受益更多的是这项惠民成果带

给我们无限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准备好心情，共同迎接拥抱这项

丰厚的文化体育硕果。

让全民健身拥抱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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