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昨天
上午， 伴随着赛会会歌 《让冰雪
照 亮 梦 想 》 的 优 美 旋 律 ， 北
京 市 第一届冬季运动会 （以下
简称 “市冬会”） 开幕。 市委书
记蔡奇宣布运动会开幕 。 运动
员、 裁判员、 工作人员、 观众共
近4000人齐聚五棵松体育馆， 一
起见证了以 “畅享冰雪、 挥洒激
情、 共圆冬梦、 相约北京” 为主
题的开幕式。 本届冬运会将持续
至明年1月 ， 预计将吸引6.24万
余人参与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组
别比赛。

开幕式由副市长张建东主
持。 在欢快的进行曲乐声中， 国
旗、 市冬会会旗、 裁判员方阵、
各区运动员代表队、 行业代表团
方阵依次入场， 健儿们以各具特
色的形式展现了首都人民拼搏奋
进的良好风貌。

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吉宁在
致辞中表示， 本届冬季运动会是
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
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具体举措， 是对本市竞技冰
雪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检验， 也
是广大市民实现 “冰雪之梦” 的
舞台。

在开幕式体育展演环节， 三
幕主题秀既展示了本市冰雪运动
的发展历史， 以及申冬奥成功后
在冰雪运动推广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 也表达了市民对冰雪运动
的热爱和对冬奥会的美好期盼。
随后， 来自海淀区和西城区的两
支U15男子冰球队联袂呈现了一
场表演赛 ， 冰球小将们技艺精
湛、 对抗激烈， 博得观众的阵阵
掌声和欢呼。

作为 “双奥之城” 北京的首
届市级冬季项目综合性运动会，
本届市冬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
办， 北京冬奥组委为支持单位，
市体育局、 市教委、 市总工会联
合承办， 从今年11月持续至明年
1月。 这是冬奥会进入 “北京周
期” 后， 本市为做好冬奥筹办工
作、 发现和培养冰雪运动后备人
才， 为冬奥会备战参赛做出 “北

京贡献” 的重要举措。
组委会设竞技组和群众组两

大组别， 预计将吸引6.24万余人
参与其中， 决赛阶段参赛人数达
到5700余人。 具体设项方面， 竞
技组包括滑冰 （短道速滑、 花样
滑冰）、 滑雪 （双板滑雪、 单板
滑雪）、 冰球、 冰壶共4个大项、
6个分项、 71个小项， 由16个区
组队， 参赛者为8岁至17岁的青
少年选手， 决赛阶段参赛人数
共 计 1232 人 。 自 11 月 中 旬 以
来 ， 冰 壶 、 短 道 速 滑 、 花 样
滑冰等项目比赛已先后举行；
本月中下旬， 冰球和滑雪比赛也
将陆续打响。

群众组重点突出广泛性和趣
味性， 设冰壶、 冰车、 滑雪、 冰
蹴球、 大众冰雪共5个大项、 10
个分项、 19个小项， 由16个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燕山地区
以及本市教育、 卫生健康等行业
系统的工作人员组队， 参赛者为
6岁至60岁的普通冰雪运动爱好
者， 总人数达到4484人。

■体育资讯

本报讯 2018年俄罗斯世界
杯后 ， 梅西就暂时退出了国家
队， 近几个月的国家队比赛日，
梅西均未入选大名单。 据阿根廷
媒体的最新报道， 梅西将在2019
年3月迎来国家队复出， 而中国
队和日本队有望成为阿根廷队3
月份的热身对手。

阿根廷在世界杯期间战绩不
佳， 小组赛惊险出线， 到了淘汰
赛被法国队3∶4淘汰， 早早出局。
梅西在世界杯后也暂时退出了国
家队， 此前阿根廷足协官方的声
明中表示， 梅西只是暂时休息，
未来还会回到国家队。

世界杯后， 阿根廷前任主帅
桑保利下课， 球队由斯卡罗尼暂
时带队， 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后已
经踢了6场比赛， 均为国际友谊
赛， 阿根廷取得了4胜1平1负的
战绩。 凭此表现， 阿根廷足协也

决定由斯卡罗尼带队征战明年的
巴西美洲杯。

世界杯后的3次国家队集训，
梅西均未参加， 他和阿根廷国家
队方面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先休
息半年， 然后再度复出， 此前主
帅斯卡罗尼也多次表示， 梅西并
非彻底退出国家队， 不久后一定
还会回来 。 而随着美洲杯的临
近 ， 梅西复出的日子也即将到
来， 他需要随队合练提早备战。

据阿根廷权威媒体TyC的最
新消息， 中国队和日本队将成为
阿根廷国家队国际比赛日的对
手， 比赛时间将在2019年的3月
中下旬。 阿根廷媒体表示， 除非
阿根廷足协能接到更好的友谊赛
邀请， 否则球队的对手就暂定为
中国和日本。

媒体称， 这两场热身赛， 也
将成为梅西的复出之战。 据悉，

比赛的时间将在2019年3月18日
到3月26日期间进行。 届时， 西
甲联赛已经进行到最后的冲刺阶
段 （西甲联赛第28轮）， 而欧冠
联赛也已进行到淘汰赛阶段。 西
班牙媒体分析， 正值各项赛事争
冠的白热化阶段， 梅西飞往亚洲
进行国家队的友谊赛， 对于巴萨
来说并非好事 。 但是备战美洲
杯， 明年3月是梅西和国家队最
佳的合练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届时阿
根廷国家队可以成行， 中国男足
将时隔34年后再度对战阿根廷。
两支球队上一次交手还是在1984
年1月的尼赫鲁杯， 当时阿根廷
队除了马拉多纳缺席外， 派遣了
其他主力球员 ， 最终中国队1 ∶0
小胜阿根廷， 当时为国足进球的
是南粤足球名将赵达裕。

（庚竣）

国足有望约战梅西

■2022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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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届届市市冬冬运运会会开开幕幕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2
月4日， 北京冬奥组委迎来了从
2008年北京奥运会至今的7届奥
运会中国志愿者代表， 与组委会
筹办人员、 东京奥运会志愿者中
国申请人 、 高校志愿者代表共
200余人， 共同分享 “十年情·一
生缘·我的奥运梦” 奥运会志愿
服务故事， 以此迎接第33个国际
志愿者日的到来。

故事会上， 多位志愿者分享
了自己在各届奥运会、 冬奥会中
参与志愿服务的故事， 他们由衷
感慨， 奥运志愿服务的魅力就是
为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而作出了一
点自己的贡献。

悉尼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女
子跆拳道冠军陈中参加了这场故
事会。 她表示， 奥运会志愿者很
崇高， 他们的服务是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每届奥运会的成功
都离不开志愿者的辛勤奉献， 作
为曾经的运动员， 我要向志愿者
致敬。”

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
长闫成认为 ， 这次故事会采取
“志愿者讲、 志愿者听” 的方式，
通过 “小故事、 大道理” 展现新
时代中国志愿者的追求， 让新生
代的志愿者去感同身受前人的经
历， 升华人生、 放飞梦想。 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 引导更多人参
与冬奥会志愿者工作， 进一步落
实共享办奥、 开放办奥理念。 北
京冬奥组委将积极联系保留、 跟
踪培养历届奥运会骨干志愿者，
在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
筹办及举办的过程中， 作出新贡
献、 取得新业绩。

据了解，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赛会志愿者项目将在赛前2
年正式启动， 届时， 将面向全球
公开招募志愿者。 目前， 冬奥组
委已经制定志愿者招募战略、 志
愿者行动计划， 并启动了前期志
愿者和专业志愿者培养工作， 测
试赛志愿者工作也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中。

■职工体育

七届奥运志愿者分享服务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 昨
天上午，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
市体育局主办， 北京市职工体育
协会、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承办， 通州区总工会、 通州区健
龙森体育健身俱乐部、 北京市桥
牌协会协办的 “2018第二届北京
市职工桥牌比赛” 在通州区健龙
森体育健身俱乐部举办。 通过基
层单位层层选拔的20支优秀代表
队参加了本次比赛。

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闫仲
秋，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
主席韩世春 ， 通州区人大副主
任、 区总工会主席尚祖国， 北京
市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龙城， 北
京市职工体育协会秘书长柳刚，
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徐淑兰， 北京市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兵等领导
出席活动开幕式。

桥牌是一项集脑力、 体力且
竞技性很强的体育运动， 具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 比赛中选手们时
而凝眉思索， 时而胸有成竹， 万
千沟壑 、 攻守进退尽在咫尺之
间， 场上气氛紧张而又热烈。

本次比赛为期两天。 协会希
望通过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赛
事活动， 为基层企事业单位间搭
建起一个交流感情、彼此合作、共
话友谊的平台， 同时有效推进全
民健身运动在职工中广泛开展，
为全面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
质和健康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6.24万余人角逐竞技、 群众两组比赛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昨
天， 随着最后一块顶板的浇
筑， 由中建二局三公司承建
的2022年冬奥会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综合训练馆项目封顶，
标志着项目进入内部砌筑 、
装修施工以及设施设备安装
阶段。

该项目是北京市内第一
批立项动工的冬奥会新建场
馆，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4号，总建筑面积3.32万平方
米。 项目造型优美，从高空看
为一个冰壶的横剖面，从侧面
看则是一道道短道速滑的“冰
痕”，被称为“冰坛”。

为了给运动员提供专业

训练场地，冰场建设严格按照
专业冰场体育赛事级标准打
造。 场馆湿度、冰面温度在零
下5℃左右，要求极其严格，对
冷凝热回收系统专业分包设
计、统筹、管理要求极高。 其
中，场馆一层冰场将成为我国
第一块奥运标准冰壶训练场
地。建成后将承担我国2022年
冬奥会的冰壶、 花样滑冰、短
道速滑、冰球等多个项目的训
练、竞赛及管理工作。

奥运赛后，“冰坛”将继续
作为国家队的训练场馆，同时
还将成为推广普及冰上运动
的共享设施。

马超 摄

“冰坛”封顶
成我国首块奥运标准冰壶训练场地

第二届北京市职工桥牌比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