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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岁首，白雪迎春。
地处北京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崇礼区太

子山脚下，一只巨型凤凰悄然成形。构成凤
凰主体的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运动员村、火
车站等设施迤逦展开，蓄势待起。其旁，正
在建造的高铁将张家口、崇礼、延庆和北京
城区串成一线。

三年后的 2月 4日，即北京冬奥会开幕
之日，巨凤将展动双翼，普世共庆盛事！

“我和亿万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的朋
友，2022年相约北京！”2018年平昌冬奥会
闭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发出诚
挚邀请——2022年相约古都北京，共享冬
奥盛举！

两年前，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入“关键之
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考察北京冬
奥会筹办工作。他强调，筹办 2022年北京
冬奥会，是国家的一件大事。

北京冬奥会计划使用24个竞赛和非竞
赛场馆。2019 年底至 2021 年各场馆将陆
续完工。

冬奥会工程整体上专业性强、施工难度
大，尤其是位于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均为国内首次建设。国

外公司要价奇高才肯转让技术。中国建设
者自力更生，从零起步，研发出赛道曲面喷
射和精加工工艺方法、整套曲面找弧工具
等，均为国内首创。

延庆赛区建立了整体山地环境虚拟模
型，尽量减少建桥削山，平衡土方填挖，减少
渣土外运。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会筹备工
作中的一大亮点。

北京赛区 13个场馆中有 11个是 2008
年奥运场馆。冰上唯一新建的比赛场馆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将被打造成全球第一个
智慧场馆。

在冬奥会即将迎来开幕倒计时三周年
之际，巴赫率国际奥委会考察团 29日先后
赴冬奥会张家口和延庆赛区，实地考察了比
赛场地建设情况。他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
表示，北京冬奥筹备工作到目前为止可打

“满分”。
北京冬奥组委进驻首钢园区，推动了百

年首钢鬼斧神工般的华丽转型——老旧工
业厂区已变成体育产业园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其称作“奇迹”，
是一个“让人惊艳”的城市规划和更新的范
例。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表示：你看看首钢工
业园区，就可以知道奥运会给北京带来的积
极影响。

如果说当年首钢搬迁意味着北京看齐
“奥运标准”，现在北京冬奥筹办系列成果，
则表明世界首个“双奥之城”北京正在树立
新的“奥运标准”。

巴赫表示：“我们非常有信心北京将为
《奥林匹克2020议程》树立新标杆。”

从夏奥会到冬奥会，从顺应到引领，这
是北京对奥林匹克的贡献，也是中国对世界
的贡献。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要实现“全项
目参赛”。虽然形势严峻，但中国体育人一
以贯之的就是拼搏精神，就是迎难而上。

截至去年 10月底，中国冰雪项目共组
建 31支国家集训队，参与的运动员和教练
团队共有近 4000人，约是 2014年同期的 8
倍；其中运动员为 3257人，约是 2014年同
期的9倍。

4000人的集训队伍在夯实北京冬奥会
参赛的基础，“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则让亿
万民众享受奥运红利！

据统计，到 2018 年 10月，全国各地已
建成雪场800多个，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有
5000万人，带动1.5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引领者高瞻远
瞩，擘画宏图，展示历史高度；普通民众书写
细节，体现历史温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新年贺词中所说：“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趁冬奥之机来中国追梦的，还有一些外
国人。

2017年 3月，加拿大滑雪专家凯瑟琳·
麦肯齐来到崇礼太舞滑雪学校担任校长。
北京冬奥为她提供了施展专长的平台。

麦肯齐期待京张高铁尽快通车，缩短崇
礼与北京之间的交通用时。京张高铁将于

今年年底开通，将把北京和崇

礼之间原先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缩短为50分
钟。如今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 2.5 万公
里，占全球高铁运营总里程的三分之二。

北京申冬奥成功后，岳海乐从北京回到
家乡崇礼工作，在一家滑雪学校担任教练，
月收入从不足一千元飙升至四五千元。她
的命运转折是崇礼巨变的一个缩影。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崇礼财政收
入 从 2015 年 的 4.4 亿 元 增 长 到 去 年 的
10.15 亿元。近期崇礼将有望退出国家级
贫困县，92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
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
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
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洪
亮的声音穿越时空！

和岳海乐等一道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的，还有千千万万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人。

最近 6年来，中国共有 7000 多万人脱
贫，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数。

山高愈前行，梦好起宏图。
在北京冬奥会到来之前的 2020年，中

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新中国
成立一百年之际，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北京冬奥会，寄托着澎湃的豪情，寄托
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圣洁理想，寄托着一个古
老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2022 年 2月，当全世界最优秀的冬季
体育运动员齐聚北京冬奥赛场，他们所书写
和见证的必将是一幅奥运梦与中国梦、和世
界梦交汇激荡、共谱华章的历史画卷！

情系冬奥 追梦东方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三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周宗敏 周杰 马邦杰

新华社马德里1月30日电 西班
牙人俱乐部30日宣布，中国新援武磊
伤势无碍，可以出场比赛。

西班牙人俱乐部在公告中称：武
磊在当日下午接受了医疗检查，结果
显示，这名前锋的肩伤不会影响其踢
球，他可以如此前在亚洲杯时一样继
续上场比赛。

武磊在本月随中国国家队征战亚
洲杯时左肩受伤，但他此后仍继续带
伤征战，直至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
中被伊朗淘汰。

据西班牙媒体透露，武磊将从 2
月 1 日开始随西班牙人全队正常训
练。如果教练组认为合适，他或将进
入2月 3日西甲第22轮西班牙人客场
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大名单。

西班牙人：武磊伤势无碍可上场

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滑雪场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滑雪场（（20192019年年11月月55日无人机拍摄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小
学的两名小学生牵手滑行（2018年
12月14日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在中国篮球协会公布的2019年国家女篮首期短期集训名单
中，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张茹、成琦、冯松、张玲阁四位小将榜
上有名。这也是河南女篮时隔多年之后，再度有球员入选国家
女篮集训队。

据了解，此次中国女篮短期集训主要是为了备战2019年东
京奥运会女篮预选赛，同时为国家队储备优秀后备人才。集训
从 2019 年 2月 11 日开始至 3月 10 日结束，共有 21位球员入
选。春节过后季后赛将点燃战火，因此参加本次2019年国家女
篮首期短期集训的球员，多为WCBA各支参赛队中的年轻球员
或是没有进入本赛季WCBA季后赛球队中的实力派新人，还有
的则是来自全国高校女篮队伍的学生球员。不久前结束的本赛
季WCBA常规赛，河南女篮最终取得了第10名，由于未能跻身
常规赛前八，队中张茹、成琦、冯松、张玲阁这四位同为 20岁的
小将获得了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机会。

中国女篮集训名单出炉
河南四位小将榜上有名

武磊（中）与西班牙人俱乐部副主席庞特（左）、俱乐部体育
总监鲁费特在媒体见面会上共同展示球衣。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凯）天很辽阔，我们一起飞！郑州市航空运
动爱好者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昨日上午，郑州市航空运动协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市第 26中学召开，
张桂生、苏安中分别当选协会理事长和秘书长。本次大会的召
开，也标志着郑州市航空运动今后将在郑州市航协的领导下规
范、科学、高效的发展。

郑州市航空协会是由郑州市航空运动爱好者和开展航空运
动的单位发起，由郑州市六县（市）的航空运动爱好者和开展航
空运动的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会上，与会代
表按照法定程序完成了郑州市航协成立所必需的流程，最终合
法成立了郑州市航空运动协会，选举产生了由41人组成的协会
理事会以及11人组成的理事会领导集体。

郑州市的航空体育起始于 1953 年，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
史，最早开展的是航空模型。截止到 2018年 6月，郑州市开展
航空运动的单位有 76家，分布在市区各区和登封、荥阳、中牟，
包括大学 3所、中学 25所、小学 40所、企事业 11家。目前从郑
州市第一代航空运动工作者到上世纪 9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
航空运动工作者有260人左右，包括技术辅导型和组织管理型，
涵盖了郑州市的全部航空运动项目。

至 2012年，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市在航空运动项目的世界
锦标赛中获得了 5枚金牌、4枚银牌、6枚铜牌，有 2人 3次超 2
项世界纪录；在亚洲和国际比赛中获得9枚金牌、6枚银牌、2枚
铜牌；在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中获得 99枚金牌、90
枚银牌、71枚铜牌，有7人 13次打破9项全国纪录。

郑州成立航空运动协会

新华社华盛顿30日电 美职篮30日迎来 8场比赛。步行者
客场以 89∶107不敌奇才，遭遇三连败。凯尔特人则在主场以
126∶94大胜黄蜂，迎来两连胜。

客场作战的步行者开局后不久曾将比分带至 9∶4，但随着
比尔三罚全中，奇才顺利将比分反超并逐渐将分差扩大。第
二节，步行者失误频频，奇才将两队分差扩大至 19分，半场结
束时以 59∶45 领先。下半场步行者起色不大，奇才第四节又
送给对手一波 12∶3，两队分差拉开到 20分左右。比赛最终定
格在89∶107，步行者遭遇三连败，奇才止住两连败。

奇才的比尔砍下全场最高的 25分，贡献 6个篮板和 6次助
攻，格林则拿到23分、5个篮板和6次助攻。

主场作战的凯尔特人开场后与对手多次战平，随着塔图姆
的急停跳投命中和罗齐尔的突破上篮得手，凯尔特人逐渐拉开
比分，首节以 35∶28领先。第二节，黄蜂以一波 11∶0的小高潮
将比分扳平，随后两队比分交替上升，罗齐尔远投帮助凯尔特人
以63∶59结束上半场争夺。凯尔特人攻防实力在下半时得以展
现，第三节砍下 35分，仅让黄蜂拿到 16分。末节，凯尔特人再
拿28分，最终以126∶94迎来两连胜。

塔图姆此役拿到20分 5个篮板1次助攻，罗齐尔拿到17分
5个篮板和10次助攻。

当日其余几场比赛，开拓者 132∶105 轻取爵士；国王
135∶113大胜老鹰；掘金 105∶99险胜鹈鹕；灰熊 97∶99惜败森
林狼；尼克斯90∶114不敌独行侠；公牛105∶89战胜热火。

NBA：步行者三连败

1月30日，老鹰队球员林书豪（左）在比赛中防守。
新华社发

新华社伦敦1月30日电 30日，英超第 24轮进行了最后 4
场比赛，切尔西客场以 0∶4惨败于伯恩茅斯。利物浦主场 1∶1
战平莱斯特城后，在积分榜上依旧排名首位。

切尔西在上半场只有一次破门机会，科瓦契奇头球击中横
梁后弹回；伯恩茅斯在下半场爆发：金先后两次得分，布鲁克斯
攻入一球，补时阶段丹尼尔斯为伯恩茅斯贡献第四粒进球。切
尔西0∶4惨败。从数据来看，切尔西在控球率、传球次数和传球
成功率方面占据优势，可惜绝佳进球机会和射门次数不敌伯恩
茅斯。

这是切尔西在近两个月来12场英超联赛中的第五场失利，
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五，虽与阿森纳同积 47分，但净胜球数少于
阿森纳。

利物浦和莱斯特城的比赛在雪中进行，马内第 121 秒率
先为利物浦贡献 1 球，第 47 分钟，马奎尔为莱斯特城扳平比
分，1∶1的比分一直定格到了终场。利物浦目前以 19胜 4平 1
负积61分，领跑英超积分榜。

在另外两场比赛中，托特纳姆热刺2∶1小胜沃特福德，排名
积分榜第三；南安普顿1∶1战平水晶宫。

英超：切尔西0∶4惨败

切尔西队门将阿里萨瓦拉加在球门被攻破后 新华社发

新华社罗马 1 月
30日电 2018~2019 赛
季意大利杯 1／4 决赛
30日再赛两场，尤文图
斯爆冷客场0∶3负于亚
特兰大，罗马更是 1∶7
惨败于佛罗伦萨。

作为近四个赛季的
意大利杯冠军得主，尤
文图斯在当天遭遇滑铁
卢。面对亚特兰大，“斑
马军团”在上半场短时
间内连丢两球，后防大
将基耶利尼还因伤下
场。第 86分钟，萨帕塔
抓住德西利奥回传球失
误打入个人第二粒进
球，帮助亚特兰大最终

3∶0取胜，晋级半决赛。
这是尤文图斯本赛季在国内赛场遭遇的首场败仗，本场失

利也让“斑马军团”在本赛季赢得三冠王的梦想成为泡影。
在佛罗伦萨与罗马的比赛中，“紫百合”佛罗伦萨开场不到

20分钟便由小基耶萨打入两球。尽管科拉罗夫很快为罗马队
将比分扳为1∶2，但随后的比赛成了佛罗伦萨队的进球表演，其
中小基耶萨完成“帽子戏法”，小西蒙尼“双响”，穆里尔与贝纳西
双双建功，最终佛罗伦萨 7∶1获胜。比赛中罗马前锋哲科还因
对裁判抱怨被红牌罚下。

意大利杯：尤文罗马出局

新华社阿布扎比1月31日电
（记者 树文 王浩宇）争夺亚洲桂冠
的进程到了最后一刻，是日本队第
五次夺冠雄霸亚洲，还是卡塔尔队
异军崛起成为新贵，这一切要等到
2月 1日方见分晓。不过，目前的情
况来分析，日本队将占据上风。

比赛打到现在，双方对于对手
的阵型打法都是烂熟于心了，没什
么秘密可言。历史上，双方之间的
对垒记录也是平手。日本队现在明
显占有优势的，是他们的经验和可
能存在的“主场优势”。

日本队的经验优势，这不仅仅是
指年龄上的，而是一种十来年积累下
来的亚洲强队气场，以及旅欧球员们
见过大场面的镇定心态。这对于一
场定胜负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相
比之下，这支全力备战2022年世界
杯的卡塔尔队虽然有长期青训带来
的默契，但经验远不如日本队。

球员到了关键时刻的心理承受
能力，很可能是决定本场比赛的关
键。这也是两场半决赛不约而同地
打出大比分的原因。足球赛场，决
赛往往并不精彩，也往往不会有太
多进球，对阵双方往往注重的不是
进球，而是先不失球。谁先犯错，就
会受到惩罚。这对于年轻的卡塔尔
队，将显得异常重要。

因为各种原因，再加上卡塔尔
人在半决赛上淘汰了东道主阿联酋
队，在决赛中，现场观众很可能一边
倒地为日本队加油，尽管他们不会
是日本队的球迷；而届时能到现场
助威的卡塔尔球迷可能并不多。这
对于年轻的卡塔尔队将是一个巨大
的考验。好在本届亚洲杯，卡塔尔
队一直在嘘声中过关斩将，他们对
此应该有足够的预料。

决赛另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
阿·阿里能否打破阿里·代伊创造的

8个球的亚洲杯进球纪录。这位22
岁的卡塔尔归化前锋，已经 6场比
赛打进 8球，成为本届亚洲杯最耀
眼的明星。

决赛中，阿里和吉田麻也领衔
的 日 本 防 线 的 PK，将 会 非 常 精
彩。英超南安普敦中卫吉田麻也上
一场零封伊朗强力前锋阿兹蒙，表
现突出。不过，这次吉田麻也面对
的是和阿兹蒙不同风格的前锋，阿
里更突出的是他的速度和灵巧性，
这给日本队后卫线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阿里和阿菲夫、海多斯之间
的配合默契程度，决定了卡塔尔人
的进攻成果。

决赛的重要程度，决定了这很
可能是一场并不精彩但异常激烈的
比赛。有意思的是，这两队在本届
亚洲杯后，又将作为特邀球队双双
征战美洲杯。不管这一场的胜负，
两队在本届亚洲杯上，都是大赢家。

亚洲杯：经验心态或助日本再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