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体育

■2022相约北京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6月11
日， 2018年 “东升博展杯” 第七
届足球联赛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足球场拉开序幕。 这是中关村东
升科技园连续第七年举办该项足
球赛事。

联赛吸引了园区20家科技企
业报名， 其中包括来自园区众创
空间的创业者们———他们组建了
一支联队参赛。 本次比赛将展开
48场对决， 预计比赛将持续至7
月下旬。

开幕式上， 东升博展股份经
济合作社党总支副书记卢金玲表
示， 一年一度的 “东升博展杯”
足球联赛现已成为园区入驻企业
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和窗口， 各
参赛队员在比赛中展现了科技人
员和创业者们的朝气和热情。 中
关村东升科技园希望在足球联赛
所倡导的 “科技与文化融合、 工
作与生活融合” 的理念下， 能够

促进园区企业之间的交流进步，
形成更健康、 更多元的园区科技
文化氛围。

据了解 ， 中关村东升科技
园始终坚持打造科技人才工作、
生活一体的园区场景， 倡导文化
与科技融合， 生活与工作同行。
自成立以来， 园区大力发展园区
文体建设， 每年举办园区足球联
赛、 篮球联赛， 参与人数逐年增
加， 并不断有新入驻企业加入。
从2017年起， 园区下属的诚志东
升医疗和蒲绒健康管理中心更是
为比赛提供专业医疗支持， 为参
赛队员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次足球联赛结束之后， 园
区预计于8月上旬开展篮球联赛。
以球会友，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愿
与园区入驻企业携手， 形成更多
更深的科技文化交流、 合作与融
合， 实现共享、 共赢与共生。

白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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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速滑馆：
马鞍空间，“冰丝带”节

能多用

记者走上国家速滑馆工地观
礼台， 发现 “冰丝带” 地下结构
工程施工已近尾声， 据工作人员
介绍， 正负零将在六月底完成，
并开始主体结构施工工作。

北京国资公司副总裁、 国家
速滑馆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武
晓南向记者展示了施工平面图。
场馆中心为两块标准的冰场， 用
于冰球、 冰壶等冰上运动， 同时
能够支持速滑比赛的训练、 培训
等工作。 此外， 为提高国内队员
训练水平， 并满足高水平运动员
练习弯道技术， 场馆在内侧增加

了一条训练道。 武晓南表示， 奥
运赛事结束后， 运动员出入口部
分可用临时冰面覆盖， 形成面积
12000平方米的首个整体全冰面
运行场馆。 届时， 该场馆将集体
育赛事、 群众健身、 公益等 “五
位一体 ”， 使其兼具冰上培训 、
娱乐休闲等功能。

武晓南表示， “冰丝带” 将
呈马鞍形建设， 高度由周边向中
心递减， 有助于内堂空间根据需
要降低 ， 最大限度减小场馆空
间， 使冰面温度不致过高， 为场
馆制冷、 保温等工作提供便利，
最大限度节约能源。 另外， 施工
方在场馆周边还建设了两个大型
地下车库， 在比赛时， 车库还可
根据需要加建改造成各种功能性
设施， 增加可利用空间。 未来，

施工方还会根据需要增建地面基
础设施， 在冬奥结束后能最大限
度利用场馆功能， 助推全民健身
事业发展。

水立方冰壶场馆：
冰水转换，见证两届奥运遗产

在国家游泳中心冰壶场馆，
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总 经 理 杨 奇 勇 向 记 者 介 绍 了
冰壶场馆的总体规划。 他表示，
冰壶对场地要求最高， 观众如果
数 量 众 多 ， 其 呼 吸 带 来 的 湿
度 、走动带来的风速等都会影响
冰壶走向。同时，这也是国际冬奥
组委批准的首个在非水泥地面、
在游泳池上建设临时冰面系统的
冰场。

场馆在设计的诸多领域都体
现了可持续发展观。 “考虑到为冬
奥留下遗产， 我们将在南广场为
国际壶联留下四个公共、 开放的
冰壶赛道，并设想在未来，比赛进
行前或同时，观众可在此了解、体
验冰壶知识。 另外，为保证制冷，
杨奇勇表示， 水立方顶棚是两层
隔空的泡泡，原本不能打开，本次
新建了12个通风口， 经测试功率
在400kw左右，相当于安装了400
个免费的家用空调。只要有太阳，
它的运转就不是问题，按照计算，
这样全年可以节约电费近百万
元。场馆的除湿、制冷工艺可行性
将在2019年进行验证， 我们在水
立方和冰立方之间的冰水转换，
可以保留和见证两届奥运会的宝
贵遗产。 ”

“敦煌飞天”：
大跳台融入首钢元素

首钢单板滑雪大跳台位于首
钢园区内群名湖湖心岛。 据北京
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常务副部长
刘玉民介绍， 大跳台造型灵感源
于敦煌飞天， 又因飞天与大跳台
英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故以此为
造型。刘玉民表示，大跳台建设有
助于促进首钢园区的转型发展，
观众在此既能欣赏大跳台比赛的
高水平竞技， 又能领略钢铁产业
园区的壮观景象。 未来围绕大跳
台， 冬奥组委将在此建设一系列
相关基础设施。同时，考虑到大跳
台位于首钢园区内， 在设计和建
造时，会融入一部分首钢元素。

本报讯 勒布朗再次出走克
城似乎已成定局。 就在人们都在
猜想他会去湖人、 火箭、 76人还
是其他队伍时， 骑士老板却一反
常态， 自信地表示自己即使没有
勒布朗也可以打造一支冠军队，
似乎对后者是否留下毫不在意，
甚至连一点挽留的意思都没有。

记者布莱恩·温德霍斯特近
日爆料， 骑士老板丹·吉尔伯特
相信他最终肯定可以在克利夫兰
打造一支冠军队伍， 即使没有勒
布朗， “丹·吉尔伯特相信他能
在没有勒布朗的情况下打造一支
冠军队伍， 我想他正准备着手这
么做。 不过我认为他没必要那么
着急从下赛季就开始， 不过他肯

定想这么尝试下。”
勒布朗和老板之间的嫌隙不

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在8年前吉
尔伯特就曾公开指责勒布朗 ：
“我个人做出保证， 骑士将会比
那个自诩为 ‘国王’ 的人更早赢
得总冠军。”

不过嘴硬是一回事， 但事实
非常残酷： 勒布朗在2012和2013
年于迈阿密连夺两冠。 而2014年
他决定回到骑士时， 吉尔伯特也
是笑脸相迎， 两人之间的相处也
还算和平， 勒布朗也终于在2016
年帮助克利夫兰拿下了第一座
NBA总冠军奖杯。

但作为大老板的吉尔伯特可
能习惯了对人指手画脚， 对于勒

布 朗 这 种 非 常 有 独 立 意 识 的
超 级 巨星积怨已久 ， 两人在能
赢 球 的 时 候 或 许 还 能 暂 时 掩
盖 矛 盾 ， 但一旦失利 ， 矛盾便
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过去这些年
勒布朗与骑士基本是 “一年一
签”， 为的就是保障自己的自由
身， 而跟8年前一样， 吉尔伯特
此时坚信勒布朗会走人， 就想什
么说什么了。

两人的政治观点相左也是吉
尔伯特发表这番言论的一个重要
原因， 他是特朗普的拥簇， 而勒
布朗则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现任
总统， 在前不久还刚刚表示 “夺
冠也不去白宫”。

（南阳）

北北京京冬冬奥奥场场馆馆建建设设进进行行时时

骑士老板： 没有勒布朗也能打造冠军队

新华社电 法甲尼斯队11日
宣布， 前法国男足国家队主力成
员维埃拉将出任球队主教练， 接
替已经前往德甲多特蒙德执教的
法夫尔， 尼斯与维埃拉签下了一
份为期三年的合同。

这是维埃拉时隔20多年重返
法国足坛， 他在当日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 “我在19、 20岁的时候
离开了法国， 如今归来让我非常
开心 。 重返法甲一直是我的目
标， 但我希望能在最恰当的时候
做到这点， 如今时候已到。”

41岁的维埃拉此前执教美国
职业足球大联盟纽约城队。 据他
透露， 加盟尼斯前他与俱乐部主
席里维耶以及体育主管富尼耶有
过几次沟通。

“俱乐部的发展规划吸引了
我， 但关键还是具体推进这项规
划的人， 我在看到球队阵容后充
满渴望， 这是一套令人振奋的阵
容 ， 具备取得成功的各方面因
素。” 维埃拉说。

在里维耶看来， 尼斯队需要
一位有能力延续流畅足球技术风
格的教练， 并且能帮助年轻队员
成长。

维埃拉的职业生涯始于戛
纳 ， 1995年在AC米兰有过短暂
效力经历后， 他在1996至2005年
期间成为阿森纳队的基石， 此后
还效力过尤文图斯、 国际米兰和
曼城。

维埃拉曾代表法国队出场
107次， 是 “高卢雄鸡 ” 1998年

世界杯以及2000年欧锦赛冠军队
成员。

2011年退役后， 维埃拉先是
执教曼城预备队， 随后前往美国
出任纽约城队主教练， 带领球队
连续两个赛季闯入季后赛 。 在
“教授” 温格离开后， 维埃拉曾
被 视 为 阿 森 纳 主 教 练 职 位 的
热 门 人选 ，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
重返法国。

维埃拉表示， 过去三、 四年
的执教经历让他对自己有了更多
认识， 他也从过往执教过自己的
教练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希望球队能在发展过程中
充分展现创造力以及队员们的水
平， 尼斯队在过去几个赛季里踢
出了高水准的美丽足球。” 他说。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冰冰丝丝带带 冰冰立立方方 冰冰首首钢钢””

吸引20家企业近300职工参与

前法国球星维埃拉出任尼斯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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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记者来到正
在建设的国家速滑馆 、 国
家游泳中心冰壶场地 、 首
钢单板滑雪大跳台场地 ，
了解了冬奥场馆施工工程
的最新进展情况。

东升科技园办职工足球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