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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赛区8个场馆接受检验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前
组织一系列测试赛，是国际奥委会和
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惯例。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为稳妥做好筹办工
作，完成测试就绪各项安排，北京冬
奥组委加强了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
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
密切沟通，及时调整优化了测试赛的
各项工作计划。

10 月 7 日，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
训练周在位于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开启。来自美国队、英国队、
德国队、俄罗斯队等 24支队伍的外国
运动员体验了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
道，对冰面和赛道设计表示赞赏。

“这条赛道太棒了，冰面的状态非
常好，滑起来很爽！”韩国钢架雪车运
动员金恩智说。

10月8日至10日，“相约北京”速
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举行，参赛运动员对“冰丝
带”和防疫组织工作非常满意。

韩国选手朴志偶说，在北京参赛
期间，自己一直给朋友发照片，并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在北京的生活和训
练。回国后，她也会将在“冰丝带”
的参赛感受分享给伙伴们。

根据安排，3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
馆将在本次测试赛期间接受“检验”。

除了速度滑冰、雪车和钢架雪车之
外，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和短道速滑
世界杯将落户首都体育馆；国家游泳
中心将先后举办冰壶国内测试活动和
轮椅冰壶世界锦标赛；自 11 月 3 日
起，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比赛将
拉开帷幕；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将在五
棵松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举办；国
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
逐世界杯将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自
12 月 2 日起，在古杨树场馆群将先后
举办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北欧
两项洲际杯和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举办本次测
试赛的重中之重。测试赛期间，预计
将有来自境外的 2000余名运动员、随
队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计时记分专
业人员等陆续来华，参加各项国际赛
事和训练周。

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
辉表示，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将
按“一场一策”“一馆一策”要求，不
断细化功能分区、防疫分区、人员流
线等，强化闭环管理。目前，各竞赛
场馆闭环管理防疫方案已通过国家级
防疫专家和组委会多轮审议，从衣食
住行、训练比赛、颁奖采访、防疫消
杀等各个环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
做了全面分析，制定相应预案。

“我们要在办赛的各个环节从严从
实从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到疫情
防控和测试工作两手抓。”姚辉说。

在“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
上，赛场内的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比赛空
场进行；所有相关人员需佩戴N95口罩；
颁奖时，运动员从颁奖嘉宾递到面前的
盘子里拿起奖牌，戴在脖子上……

“速滑馆宏大漂亮，防疫措施让我
觉得特别安全，能来冬奥场馆比赛是
莫大的荣幸。”荷兰选手格雷维特说。

“此次国际测试赛是冬奥会举办前
全面检验筹办工作的最后机会，将全
面检验赛时运行各项准备工作。”姚辉
表示，本次测试赛为全要素测试，对
标赛时运行标准，全面制定落实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全面检验赛时运行各
项准备工作，查找问题、总结经验，
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
全、顺利举办打下坚实基础。

确保赛前实现全面就绪

10 月 6 日，张家口崇礼迎来了今
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据悉，张家口
赛区云顶场馆群和古杨树场馆群将于
10月15日左右根据天气情况开始造雪
工作，确保按时完成测试赛赛道造雪。

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运行中心常
务副主任李莉表示，为了迎接测试
赛，截至目前，张家口赛区场馆设施
基本就绪，竞赛场馆所需临建、临电

及各类管网配套已基本完工，正在按
要求进行设施设备优化完善，两个场
馆群的竞赛运行团队等已到位。

李莉表示，张家口赛区雪上项目
测试赛均在户外举行，做好气象服务
对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为
此，张家口赛区建成赛区气象中心，
启用包括 160 多个各类自动气象站和
10 余部雷达等垂直气象探测设备的综
合气象观测系统，组建了 180 多人的
气象服务保障团队，为赛时实现精细化
预报预测服务奠定了基础。

今年上半年，北京冬奥组委已经
举办了部分测试活动，邀请部分国内
运动员和国内技术官员参与配合测试
工作。相比之下，本次测试赛有许多
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赛历赛
事，还有部分冬奥会资格赛、积分
赛将采用冬奥会赛时的计时记分系
统，办赛要求更细、标准更高。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简约、安
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完成好既定
测试任务，通过查短板、堵漏洞、强
弱项，全面提升团队业务工作能力和
场馆运行水平，特别是疫情防控工作
水平，确保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
前实现全面就绪。”姚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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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滑馆非常美丽，场馆感
觉很好，我获得了非常愉快的
比赛体验。”10月8日，走下国
家速滑馆的赛道，荷兰运动员
克莱伊维尔德对北京冬奥会场
馆“冰丝带”赞不绝口。

自10月 5日起至12月底，
“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陆
续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
展开——10项国际赛事、3个国
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先
后亮相。作为北京冬奥会前最后
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筹办工作的宝
贵机会，冬奥测试赛引人关注。

金秋十月，北京进入一年中最美的
季节，冬奥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经历了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
两项体育盛会，中国人的体育热情愈
发高涨，正在蓄力冲刺中的北京 2022
冬奥会承载着人们的热切期望。

从 10月到 12月，北京冬奥会三大
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将先后接受奥运水
准的检验。从外国运动员参与的国际
赛事和训练周到国内测试活动，多场

“考试”将轮番上演，北京也将从这些
对标赛时的全要素测试中收获经验和
信心。

可以相信，北京冬奥会将是一场
安全的盛会。日前，国际奥委会审议
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关
键政策。赛时闭环管理、每日核酸检
测、仅面向境内观众售票等举措，凸
显了北京冬奥会把疫情防控放在首
位，实现安全如期办赛的决心。

在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参加冬奥
会并努力创造好成绩，是每一个运动
员的愿望。正在进行的冬奥会测试赛
上，多国运动员对赛事防疫组织工作
表达了支持和赞赏。只要各参加方遵
守相关政策、尽到应有的责任，北京
冬奥会的安全目标一定能实现。

可以预见，北京冬奥会将是一场
精彩的盛会。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的
冬奥会，是北京申办冬奥时向全世界
作出的庄严承诺。2020 年底，北京冬
奥会的 12 个竞赛场馆便已全部完工。
此次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期间，应用环
保制冰技术的“冰丝带”第三次正式
制冰，“最快的冰”令运动员频频点
赞；位于延庆的国家雪橇中心，24 个
国家的运动员体验了全球首条360度回旋赛道，风驰电掣的
速度让运动员印象深刻……

精彩源于实力。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既是中国
兑现承诺、快速发展的过程，更是向世界提供中国方
案、中国智慧的过程。届时，在冬奥会赛场上，热情好
客、热爱体育的中国观众，将为冬奥健儿呐喊助威、为
赛场增色添彩。

可以期待，北京冬奥会将是一场团结的盛会。1 个月
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布了主题口号——“一起向
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在国际奥委会将

“更团结”（Together） 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之后，北京冬奥会
也向世界发出了象征汇聚、共享和未来的邀请。

体育拥有团结的强大力量，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体育所传递出的团结全人类的意义更胜以往。唯有同
舟共济，方能共渡难关——北京冬奥会筹办和如期举行，
正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写照。当
北京冬奥会的圣火点燃，体育的火光将为人类携手同行照
亮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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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子江） 中国
体操队 10 名运动员 10 月 12 日飞抵日
本，将参加 18 日在北九州市立综合体
育馆揭幕的世界体操锦标赛。

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告诉新华
社记者，中国运动员参加完陕西全运
会后，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但为了
备战世锦赛，国庆假期就恢复了训
练。叶振南还表示，本次比赛着眼于
巴黎奥运会的备战，派出在东京奥运
备战中表现出一定潜质的年轻队员和
单项突出的选手参赛。本次世锦赛只
进行全能和单项的个人比赛，不设男
女团体赛。

这次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有4名女队
员和6名男队员。女选手分别是：李诗
佳、祁琦、韦筱圆、罗蕊。男选手包
括张博恒、侍聪、翁浩、兰星宇、胡
旭威、黄明淇。虽然他们都没有参加
东京奥运会，但在陕西全运会上都有
不错的表现，其中侍聪帮助江苏队赢
得了男子团体冠军，翁浩获得了男子
鞍马金牌。另外，胡旭威是男子单杠
冠军、黄明淇是男子跳马冠军、张博
恒获得了男子自由体操铜牌、兰星宇
获得了男子吊环银牌。4名女队员在全
运会上也有出色发挥：韦筱圆是女子
个人全能冠军、罗蕊是团体冠军广东
队的成员同时还是个人全能铜牌得
主、祁琦在团体比赛和跳马比赛中拿
到了两块铜牌、李诗佳在平衡木比赛
中位居第四。

今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原定在丹
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但去年7月，哥
本哈根在未透露原因的情况下放弃了
举办权。位于福冈县的北九州出手，
拿到了比赛的举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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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参赛选手在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女子1500米比赛中。
左图：参赛选手在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近日，第十三届青岛国际帆船周·
海洋节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启幕。本
届帆船周·海洋节以“传承奥运，扬帆
青岛；打造帆船之都，建设体育强
市”为主题，推出“十二赛一营”，涵
盖六大板块、30 余项赛事、交流、文
体、商贸活动。

图为各地帆船队驶出位于青岛奥
帆中心的母港，进行赛前训练。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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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足协近日发布通知，
启动中国女足主帅选聘工作。

据了解，前任主帅贾秀全与中国女足
的合同已经到期。为在新周期充分做好女
足国家队各项国际赛事的备战参赛工作，
中国足协启动了新一轮的选帅工作。

根据选聘要求，应聘者须有中国国籍，
年龄要低于60周岁，同时，应聘者的执教履
历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U19及以上国字号

队伍主教练、女超联赛球队主教练、中国足
协顶级联赛主教练或助理教练。

根据选聘程序，中国足协将对所有参聘
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并向选聘专家组提交符
合报名条件的人选。经选聘专家组讨论，确
定参加面试考核环节的候选人。面试考核环
节中，候选人需陈述其执教理念、组队思路、
个人优势；介绍中国女足参加亚洲杯、世界
杯、亚运会、奥运会的目标及备战思路等。

中国女足选聘主帅
据新华社电 5款冬奥雕塑系列特许商

品近日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正
式发布。

此次发布的 5 款以冰雪体育运动项目
为主题的铜质雕塑类特许产品，分别是

“飞翔-单板滑雪雕塑”“翱翔-自由式滑雪
雕塑”“心在飞翔-花样滑冰雕塑”“腾飞-
单板滑雪雕塑”“弹无虚发-冬季两项雕
塑”。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冰雪运动项目

作为主题，用现代雕塑凝固了冰雪运动的
精彩瞬间，用艺术传播冬奥，让更多人了
解冬奥。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特许经营管
理处处长郭磊表示，体育雕塑是竞技与艺术
的完美结合，是凝固体育运动精彩瞬间的艺
术。雕塑类冬奥特许产品不仅以艺术形式展
现冰雪运动与技巧之美，更是反映奥林匹克
精神和冬奥文化的物质载体。

北京冬奥特许商品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