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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冬残奥会考点大汇总！

第 24 届冬奥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于 2022 年 2 月 4 日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在中国北京和

张家口举行。第 13 届冬残奥会（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于 2022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13 日在

中国北京和张家口举行。2022 年北京将成为首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一、了解冬奥会与冬残奥会

（一）冬奥会

中文名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赛事类型 综合性运动会

外文名 Olympic Winter Games 主办机构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举办地点 世界 首届主办地 法国夏慕尼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为冬季奥运会、冬奥会。主要由全世界地区举行，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冬季

综合性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1994 年起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相间举行。参与国主要分布在世界各

地，包括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按实际举行次数计算届数。

1986 年，国际奥委会全会决定把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从 1994 年起分开，每两年间隔举行，1992

年冬季奥运会是最后一届与夏季奥运会同年举行的冬奥会。自 1924 年开始第 1届，截至 2018 年共举办

了 23 届，每四年一届。

（二）冬残奥会

中文名 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主办机构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外文名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举办时间 每四年一届

举办地点 由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国家或地区 参赛人员 残疾运动员

赛事类型 周期性综合赛事 简 称 冬残奥会

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冬季运动会的一种，参加运动员为残障人士。截至 2018 年，冬季残

奥会已举办过第 12 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有许多受伤的士兵和普通人试图重新参加滑雪活

动，残疾人冬季体育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2015 年 07 月 31 日 17 时 57 分，国际奥委会第 128 次全会在吉隆坡举行，投票选出 2022 年冬奥会

举办城市，经过 85 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北京击败对手阿拉木图，赢得 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张家口市市长侯

亮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签订了《主办城市合同》。北京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过夏季残奥会和冬季残奥

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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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冬奥会与 2022 冬残奥会对比识记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2022 年北京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举办时间 2022 年 2 月 4日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 2022 年 3 月 4 日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

举办地点 中国北京、中国张家口

主题口号 “一起向未来”

会 徽

“冬梦” “飞跃”

2022 北京冬奥会会徽以汉字“冬”为灵感来

源，运用中国书法的艺术形态，将厚重的东

方文化底蕴与国际化的现代风格融为一体。

会徽图形上半部分展现滑冰运动员的造型，

下半部分表现滑雪运动员的英姿。中间舞动

的线条流畅且充满韵律，代表举办地起伏的

山峦、赛场、冰雪滑道和节日飘舞的丝带，

为会徽增添了节日喜庆的视觉感受，也象征

着北京冬奥会将在中国春节期间举行。会徽

以蓝色为主色调，寓意梦想与未来，以及冰

雪的明亮纯洁。红黄两色源自中国国旗，代

表运动的激情、青春与活力。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会徽“飞跃”，把汉字

“飞”，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滑行､冲向胜

利的运动员形象，象征并激发运动员以坚强

的意志作为精神的翅膀，在冬奥赛场上放飞

青春梦想。上半部分线条刚劲曲折，下半部

分柔美圆润，寓意运动员经过顽强拼搏､历经

坎坷最终达到目标获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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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

冰墩墩 雪容融

“冰墩墩”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将

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

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点。头部

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头盔，装饰彩色光环，

其灵感源自于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流动的明亮色彩线条象征着冰

雪运动的赛道和 5G 高科技；左手掌心的心形

图案，代表着主办国对全世界朋友的热情欢

迎。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寓意创造非凡、

探索未来，体现了追求卓越、引领时代，以

及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

“雪容融”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灯

笼代表着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顶部的

如意造型象征吉祥幸福；和平鸽和天坛构成

的连续图案，寓意着和平友谊，突出了举办

地的特色；装饰图案融入了中国传统剪纸艺

术；面部的雪块既代表“瑞雪兆丰年”的寓

意，又体现了拟人化的设计，凸显吉祥物的

可爱。灯笼以“中国红”为主色调，渲染了

2022 年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身体发出光芒，

寓意着点亮梦想，温暖世界，代表着友爱、

勇气和坚强，体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精

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

火 炬

“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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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4日晚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发布。

“飞扬”火炬整体外观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呼应，体现了“双奥之

城”的传承与发扬，自下而上从祥云纹样逐渐过渡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案，旋转上升，如丝

带飘舞。冬奥会火炬为银色与红色，象征冰火相约，激情飞扬，照亮冰雪，温暖世界。冬残

奥会火炬则选用银色与金色，寓意辉煌与梦想，体现“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

值观。

奖 牌

“同心”

北京冬奥会奖牌“同心”由圆环加圆心构成牌体，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同心圆玉璧，共设五

环，寓意五环同心，同心归圆，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也象征着奥林

匹克精神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冬奥荣光、全球共享。奖牌设计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奖牌“金

镶玉”相呼应，展现“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奖牌正面中心刻有奥林匹克五环标志，圆环

浅刻装饰纹样，其中冰雪纹体现冬奥会的特征，祥云纹表达吉祥的寓意。

本着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原则，冬残奥会奖牌与冬奥会奖牌选用同样的形象来源，设计一脉

相承。奖牌正面中心刻有国际残奥委会标志，圆环浅刻冰雪纹与祥云纹。

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来》

三、关联考点

（一）第十四届全运会

1.了解全运会

◎全国运动会一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

◎全国运动会是中国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

◎全运会的比赛项目除武术外基本与奥运会相同，其原意是为国家的奥运战略锻炼新人、选拔人才。

◎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一般在奥运会年前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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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九届全运会由北京、上海、广东三地轮流举办。

◎2001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取消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举办限制的

函》。

2.第十四届全运会

（1）举办日期：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

（2）举办地点：陕西省

（3）主题口号：全民全运，同心同行

（4）会徽：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会徽取象传统礼天玉璧。玉为自然之精华，玉璧为致敬上天礼器。寓意全国人

民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庆祝第一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和第二个百年梦想的到来。

（5）吉祥物：

吉祥物设计方案是以陕西秦岭独有的四个国宝级动物“朱鹮、大熊猫、羚牛、金丝猴”为创意原型，

设计了一组幸福快乐、充满活力、精神焕发、积极向上的运动吉祥物形象。吉祥物分别命名为：朱朱、

羚羚、熊熊、金金。

（6）火炬：“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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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奖牌：

十四运会奖牌设计正面用会徽作为主元素，周围环绕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中英文标准字。

奖牌背面运用浮雕工艺将秦岭四宝吉祥物形象与秦岭山脉结合，背面最上方环绕了主题口号“全民

全运 同心同行”字样。

连接奖牌与绶带的卡扣设计提取了国宝文物“何尊”上的“中国”纹样。

（二）2020 东京奥运会

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0 年东京奥运会），是由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举办的国际性运动

会，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开幕、8月 8日闭幕。

2020年东京奥运会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俄罗斯奥运队和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2个参赛队伍参

赛，共 11669 名参赛运动员；赛事项目共设有 33 个大项、339 个小项、339 场金牌赛，其中滑板、冲浪、

竞技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 5 个新增项目。

中国亮眼战绩

中国代表团共获 38 金、32 银、18 铜

杨倩
2021 年 7 月 24 日，杨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获得金牌，这

是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奥运会中获得的首金。

苏炳添
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半决赛中，以 9秒 83 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并闯入奥运会

决赛，成为中国奥运历史第一人。

巩立姣 巩立姣获得了中国奥运田赛史的首金——铅球的金牌。

汪顺

游泳赛场上，中国队选手汪顺以 1 分 55 秒 00 的成绩夺得了男子 200 米个人

混合泳金牌，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这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上

收获的第三枚金牌。

钟天使和鲍珊菊

钟天使和鲍珊菊勇夺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这也是中

国队历史上获得的第二枚自行车奥运金牌。两人更是以 31 秒 804 的成绩，刷

新了中国队自己保持的该项目世界纪录。

全红婵
全红婵以五跳三跳满分总466.2分创女子10米跳台历史最高分纪录夺得2020

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单人 10 米跳台金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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