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相约北京

■体育资讯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2018
年8月8日， 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举办了 “2018集邮周———集邮与
体育 （邮动华夏） 主题日活动”
暨 《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 普
通邮资明信片首发仪式。

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 “冬
梦”， 形象地展示了冰雪运动的

激情、 青春与活力， 传递出运动
员超越自我、 奋力拼搏的精神。
中国邮政定于2018年8月8日发行
《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 普通
邮资明信片1枚。

北京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
举行， 届时北京将成为历史上第
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

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 为纪念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
年 ， 中国集邮总公司特别发行
“8月8日北京奥运十周年纪念封”
活动中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乐
洞乡中小学” 的小朋友们受赠由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 中国少年儿
童基金会、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
合发起的 “爱心书箱·书香中国”
公益项目的爱心书箱。

活动最后， 在国家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共同发起 “纯洁的冰
雪 、 激情的约会 寄语2022” 祝
福北京冬奥活动， 通过邮寄祝福
冬奥寄语的形式， 向身边的人们
传递全民运动精神， 同时， 中国
邮 政 集 团 公 司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分 公 司将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
开幕当天统一寄出 “寄语明信
片”， 把四年浓浓的期望变得更
加弥足珍贵， 通过全民健身， 实
现全民健康， 为2022北京冬奥会
助力。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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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
“2022相约北京”。 8月8日， 2018
年全国 “全民健身日” 活动主会
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启动暨北京奥
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开幕式， 在北
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盛大举
行。 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全民健
身宣传片、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宣传
片， 欣赏了第九套广播体操。

今年是北京奥运会举办十周
年， 也是 “全民健身日” 的第十
个年头。 男子短道速滑奥运冠军
武大靖表示， 在奥林匹克公园举
办此活动， 让他重温了2008年北
京奥运会的场景。 “现在回想起
来还十分激动， 新的征程也随之
开始， 我会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为方便广大群众参与， “全民健
身日” 活动时间扩展为8月4日至
12日。 全国各地结合广播体操等
内容， 对 “全民健身日” 活动进
行创新 ， 包括 “我的健身体验
短视频大赛” “明星健身示范活
动” “寻找最美健身达人活动”

和 “健身达人秀活动” 等。 除此
之外， “全民健身狂欢节” 等线
上活动也亮点纷呈。 预计2018年
“全民健身日” 前后全国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将达到3500场次， 参
与人数超9000万人次。

北京主会场活动全面展示北
京市全民健身工作丰硕成果。 目

前， 全市共有体育场地20075个，
配建全民健身路径工程8261套 、
市级彩票公益金资助建设的全民
健身专项活动场地4683片， 全市
共有雪场22座、室内外冰场71片，
嬉雪场地37个。 全市有市级体育
社团87个、 区级体育社团531个、
经备案的健身团队7893个， 每年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2万余项次，参
与活动人数达千万人次。另外，获
得技术等级证书的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数约5.4万人，职业社会体
育指导员数17799人。

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拉开了
全民健身展示、 比赛和体验的序
幕， 广播操队伍由2022名机关干
部、 企业职工、 社区居民组成，
寓意着广大北京市民喜迎冬奥会
的热切心情， 为2022年冬奥会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活动现场设
有旱地冰球、 旱地冰壶、 冰蹴球
和滑雪机体验等冬奥会项目体验
区； 有足球、 篮球、 羽毛球奥运
项目体验； 还有健身达人带来的
风筝、 百家才艺展演、 跳绳、 花
毽、 空竹、 柔力球、 花棍、 残疾
人健身展示等全民健身项目。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吉祥物的全球征集时间为8月8
日至10月31日， 计划于2019年下
半年适时发布。近期，所有应征人
均可从北京冬奥组委官方网站
www.beijing2022.cn下 载 北 京 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文

件，了解具体信息。此次面向全球
征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吉祥物，将在全国中小学生中，
开展“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
活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奥
林匹克知识，吸引青少年关注、参
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同时，北
京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同步征集和评审，体现了“两个
奥运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样精
彩”的承诺，也确保了两个奥运会
吉祥物既有区别又能达到视觉形
象的统一。

为做好服务 “双奥之城” 建
设这篇大文章， 北京奥运城市发
展促进会 《北京周期行动计划 》
从多个方面做了针对性的统筹部
署 ， 将大力推广全民健身 “悦
冬” 项目， 融合短道速滑、 花样
滑冰等冰雪运动中的经典动作，
编排舒展优美、 适合全民参与的
冰雪健身操。 此外， 冬奥文化及
冰雪运动知识普及， 还将登陆各
区每年春节庙会舞台， 使冬奥元
素、 冬奥文化走出体育场馆， 走
入寻常百姓之家。

排超总决赛将回归五场三胜制

北京冬奥组委全球征集吉祥物

本报讯 昨天 ， 国家体育总
局官网公布了出征2018雅加达亚
运会的全部运动员名单， 男足最
终20人名单也全部确定 ， 黄紫
昌、 张玉宁、 韦世豪等人顺利入
选， 巴顿、 黄政宇等落选。 在女
足方面， 由刚刚转会巴黎圣日耳
曼的王霜领衔， 古雅沙、 赵丽娜
等老将纷纷入选。

尽管中国足协没有征调超龄
球员， 但U23男足依然集纳了这
个年龄段几乎所有最优质球员。
除了留洋海外的张玉宁， 进入集
训队的其他球员大多都是国内职
业俱乐部的本土球员佼佼者。 在
中超联赛亚运会期间不停歇的情
况下， 这些球员赴印尼参赛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足协对球队
在亚运会创造佳绩的渴望。

据了解， 中国足协虽然没有
公开本届亚运会的成绩目标， 但

协会仍希望球队至少能够 “保八
争四”， 甚至夺取奖牌。

本次亚运会 ， 国足与叙利
亚、 阿联酋以及东帝汶分在同一
小组 ， 首场比赛8月14日打响 ，
中国队将对阵弱旅东帝汶。

8月10日 ， 中国U23男足将
由上海启程飞赴雅加达。 而按照
计划 ， 国足主帅里皮作为 “顾
问” 也将于本月15日前往印尼支
援U23国足。

中国女足目前正在大连进行
冲刺集训， 亚运会也将是主教练
贾秀全上任后的第一届大赛， 他
们的目标是冲击金牌。 此前， 中
国女足在7月中旬公布了一份25
人的集训名单， 而相比这份最终
名单， 韩鹏、 姚伟、 彭诗梦、 闫
锦锦和王莹五人落选， 其中彭诗
梦还因此错过了正在法国进行的
U20世青赛。 （艾文）

新华社电 2018-2019中国排
球超级联赛筹备工作会议近日在
天津召开。 据悉， 新赛季的排超
联赛将会有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其中赛制调整已基本确定。

会议初步确定，2018-2019赛
季排超联赛仍为男、 女各14支参
赛俱乐部， 比赛时间从2018年10
月开始到2019年3月结束。与上赛
季联赛相比，赛制将有新的调整，
第一阶段分组赛采用分组单循环
制； 第二阶段排位赛采用分组主
客场双循环制； 第三阶段交叉赛
按照第二阶段名次第一对第四、
第二对第三进行交叉赛， 采用五

场三胜制；最终的冠亚军决赛，从
七场四胜制回归到五场三胜制。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李全强对上赛季联赛做
了总结， 并提出新赛季的改革设
想 。 体育之窗CEO高宏做了联
赛商务报告， 希望新赛季的商务
开发有更多的改进措施， 目标是
将排超联赛打造成世界上最好的
排球联赛。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
动管理中心竞赛部部长蔡毅表
示， 新赛季联赛的主要变化将涉
及竞赛日期、 赛制、 运动员资格
审查、 境内外运动员转会制度、
场馆条件等多方面。

《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普通邮资明信片首发

新华社电 由中国篮球协会
重点打造的 “中国篮球之队大师
课” 第一期7日在国家体育总局
男篮馆开讲， 亚洲赛艇联合会主
席、 企业家王石担任主讲。

面对国家男篮红、 蓝集训队
的队员和教练们， 现年67岁的王
石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从
滑翔伞、 登山等运动中得到的感
悟，告诫队员们要戒骄戒躁，不断
为自己设立目标。“每个人心目中
都有个珠穆朗玛峰， 定了多少高
度的目标，就要为目标而努力。生
活不仅是篮球，现在只要努力，结
果已经不重要了。 ”王石说。

男篮队员和教练在课后与王
石进行了互动。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表示 ：
“咱们队员本身在自己行业里面
也是佼佼者， 都在向自己人生巅
峰攀登， 攀登路上会碰到各种困
难， 攀登上去之后也会寻找下一
个目标，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体育
行业的问题 。 希望有这样的机
会， 邀请一些社会的知名人士，
给我们年轻队员分享一下， 给他
们一些经验。”

男篮队员周琦说： “（学到
的主要是 ） 面对困难去怎么解
决， 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我们来
说， 虽然目前很年轻， 但是面对
困难的心态， 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是需要向王石老师这样的前辈
去学习。”

交流结束后， 方硕和吴前作
为红蓝两队的代表将一件印有王
石姓名和522号的中国男篮定制
球衣送给了王石， 其中522代表
着王石首次登顶珠峰的日期。 王
石也向国家队赠送了亲笔签名的
自传 《大道当然》 和亚洲赛艇联
合会的定制领带。 最后， 中国篮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白喜林为王石
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
篮球史画卷， 该画卷以图文形式
展现了篮球运动从传入中国到
2018年间的发展历程。

“中国篮球之队大师课” 是
中国篮协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项
目， 被认为是构建国家队荣誉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石为“中国篮球之队大师课”开启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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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足足名名单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