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马拉多纳将继续执教多拉多斯
新华社电 阿根廷传奇球星

马拉多纳的律师马蒂亚·莫拉4日
透露说， 球王马拉多纳将在2019
年继续担任墨西哥第二级联赛球
队多拉多斯队主教练。

莫拉4日上午通过社交媒体
账号说， 马拉多纳将在整个赛季
继续执教多拉多斯队。 在阿根廷
接受常规医疗检查后， 他将回归
到球队的日常训练中。

当日接受体检后， 马拉多纳
因胃部出血而入院接受治疗， 当
天晚些时候已经出院。 据接近马
拉多纳的人士透露， 他目前没有

大碍。 也有消息称， 马拉多纳可
能需要接受进一步检查。

多拉多斯队4日在官方网站
发布公告说， 球队已将马拉多纳
注册为春季联赛主教练， 但由于
健康原因， 他将在晚些时候参与
训练和比赛。 马拉多纳曾效力于
博卡青年、 那不勒斯和巴塞罗那
等俱乐部， 并在1986年作为队长
带领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马拉多纳足球生涯经历丰富， 曾
任阿根廷队主教练。 去年9月他
开始执教多拉多斯队， 并率队闯
入秋季联赛决赛。

■2022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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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19:00， 国足将迎来
亚洲杯的首场比赛 ， 对手是
“神秘之师” 吉尔吉斯斯坦队。
2018年中国队没有正式比赛 ，
但由于热身赛成绩较差， 里皮
和他的球队受到了颇多非议。
亚洲杯首战是中国队12强赛后
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这场球既
是中国队的 “正名之战”， 又
是关乎中国队亚洲杯小组出线
的 “决战”。

说亚洲杯中国队首战即决
战并不是危言耸听， 看看这个
小组球队的实力就会明白。 在
这个小组中， 韩国队无疑是一
枝独秀， 韩国队甚至可以让孙
兴慜在小组最后一轮再回来参
赛， 即便再失常， 韩国队锁定
一个前两名出线名额也是不成
问题。 另一个出线名额就要在
中国队、 吉尔吉斯斯坦队和菲
律宾队之间产生， 菲律宾队的
实力略弱， 小组第二估计就是
在中国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
之 间产生 。 中国队绝对不能
把希望寄托在获得成绩较好的
小组第三上， 因为这样命运就
不把握在自己手中， 还要看其
他小组球队的脸色。 最保险的
方式就是拿下吉尔吉斯斯坦和
菲律宾， 踏踏实实在最后一轮
和韩国队争小组第一。

4年前亚洲杯备战阶段 ，
中国队曾经和吉尔吉斯斯坦队

打过两场比赛， 当时状态不甚
好的中国队较为轻松地拿下
了那两场球。 4年过后， 吉尔
吉斯斯坦队显然变得更加强大
了， 不久前的热身赛吉尔吉
斯斯坦战胜了巴勒斯坦和约
旦， 要知道中国队热身 赛 面
对 同 样 的 对 手 只 是 取得平
局， 这从侧面可以看出吉尔吉
斯斯坦并不容易对付。 与4年
前相比， 吉尔吉斯斯坦队的变
化很大。 该队的主教练还是俄
罗斯人克里斯蒂宁， 不过球队
中引入了几位德裔归化球员，
让他们的实力有所提升。 吉尔
吉斯斯坦队擅长防守反击， 热
身赛击败约旦队一役就是靠死
守+高效反击拿下了实力不俗
的对手。

中国队此战将缺少队长郑
智 ， 没有了这位多年国家队
的 灵 魂人物 ， 里皮必须寻找
到合适的替身， 是蒿俊闵还是
朴成顶替队长的位置？ 里皮需
要多加思量， 因为中国 队 这
几 个 替 补 中 场 风 格 差异很
大 。 吉尔吉斯斯坦 “长人林
立”， 摆起 “大巴” 密不透风，
中国队如果破密集防守遇到困
难 ， 像肖智 、 于大宝这样的
“攻城锤” 也应多加利用。 如
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吉尔吉斯斯
坦， 后面的比赛也许就是 “一
片坦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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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亚洲杯国足
首战即决战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北京冬奥组委新进工作人
员入职培训班开班。 新入职的
137名工作人员聚集一堂 ， 接
受入职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

为深化冬奥会教育培训工
作， 提高新进工作人员的业务
能力和专业素养， 北京冬奥组
委建立了入职培训制度， 每年

都将举办一次入职培训班。 据
了解， 2018年， 北京冬奥组委
新进工作人员137人， 其中选调
人员共67人， 社会招聘和校园
招聘人员共70人。

据了解， 北京冬奥组委建
立了由奥运会知识管理、 通用
培训、 专业培训、 场馆和岗位
培训组成的培训体系 ， 目前 ，

已组织实施了239个培训项目。
据统计， 2019年， 北京冬

奥组委将组织实施98个培训项
目， 其中， 专业培训项目约占
63%。 通过开展全方位 、 立体
化的培训， 切实提高办赛人员
的工作本领和专业素养， 为冬
奥会筹办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魔法
滑雪学院、 全教学滑雪场、 冰
雪体能培训中心……西山脚
下， 海淀温泉镇内， 城区首座
大型滑雪场正式开张。 滑雪又
有新去处。 1月4日上午， 记者
来到位于温泉镇温泉村双坡路
的温泉冰雪体育公园。

据公园负责人张晓晨介
绍， 温泉冰雪体育公园总占地
面积 74万平方米 ， 规划有滑
雪、 戏雪、 滑冰、 各类球类运
动 ， 以及餐饮住宿等配套服
务。 其中， 滑雪场造雪面积约
13万平方米， 雪道总长度达到
2089米 ， 其中初级雪道三条 ，
900米长中级雪道两条， 400米
长中高级雪道一条， 以及亲子
雪圈道一条， 并设有单板公园
和旗门练习赛道。 “雪道的落
差在120米左右 ， 中级道的坡
度在14度左右， 完全可以满足
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 。” 在
雪道的旁边， 公园还设置了缆
车、 魔毯等设施。

温泉冰雪体育公园还是国
内第一家 “全教学滑雪场 ” ，
购买滑雪套票的游客将得到免
费的滑雪教学课程， 并将根据
《北京市大众滑雪等级标准 》
进行滑雪水平分级， 不同级别
的游客将领取不同级别的徽
章， 每条雪道的工作人员会根
据游客的级别徽章识别他是否
有能力在这条雪道滑行， 水平
不够的游客将被禁止进入更高
级别雪道 。 “全教学滑雪场 ”
的新模式不仅能从根本上提高
滑雪场的安全， 更提高了游客
对滑雪运动的兴趣。

据了解， 公园开通了摆渡
车 ， 从早上8时40分开始到晚
上5时30分 ， 接送游客往来于
公园和地铁 16号线稻香湖路
站。 春节期间， 雪场还将开通
夜场， 从晚上5时30分到晚上9
时30分。 为了惠及更多城区市
民， 雪场的票价比其他雪场低
两成左右。

此外， 今年年底前， 还将
拓展房车露营、 亲子农场、 木
屋休闲 、 儿童娱乐等其他功
能， 打造一个集冰雪体育运动
为主的休闲公园。

张晓晨说， 在建成雪场之
前， 这里曾经是温泉镇的一个
郊野公园，为了迎接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 提升公园的功
能， 海淀区对公园进行升级改
造，打造了温泉冰雪体育公园，
建造了城区首座大型雪场。 “我
们肯定会确保雪压实的厚度在
50厘米左右，为了安全，我们还

会随时监控雪的厚度情况 ，随
时补雪。 ”

这次重装开业还包含全新
改造运动餐厅悦跃运动餐厅 ，
提供不少于 20种中西混合食
品 ，包括饮料 、甜品蛋糕 、中西
式营养配餐， 同时为滑雪者提
供雪板存放、免费热水等服务。

在非雪季， 这里还将提供
其他丰富多样的运动项目 ，包
括滑草、极限山地车、网球等。

截至目前， 公园已经完成
了滑雪场和餐厅的一期建设 ，
今年3月后 ， 公园将启动二期
工程， 届时公园外围不仅有 4
公里长的山地步道， 可以进行
迷你山地马拉松和山地越野活
动， 公园内部还将建设7000平
方米冰球馆、 5000平方米气膜
游泳馆， 以及综合体育馆、 儿
童娱乐城等设施。 未来， 夏季
雪场还将引入培训， 邀请学生
前来体验冰雪 ， 了解冬奥。

城区首座大型冰雪体育公园迎客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
月5日， 是2019年第一个北京冬
奥会 “特许上新日 ”， 北京冬
奥组委重点推出了几款别具冬
韵年味的特许商品。

本次 “特许上新日” 将推
出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两个节气
的徽章 ， 分别是小寒和大寒 。
小寒徽章灵感源自民间俗语
“一九二九不出手 ， 三九四九
冰上走 ”， 画面设计为透过结
有冰花的窗口望向北海公园冰
面上游人嬉戏的场景， 体现出
数九严寒也无法抵挡人们亲近
冰雪的热情； 大寒徽章上绘有
糊窗花、 挂灯笼、 准备迎接新
春的孩童， 金、 红配色衬托热

闹又温馨的节日气氛。
北京冬奥会首款男士衬衫

也将正式发售。 首款男士衬衫
有白色和淡蓝色2色可选 ， 领
子形状为更适合亚洲男士脸型
的4.5厘米宽小方领， 左领领面
以 银 灰 色 线 绣 出 “ BEI鄄
JING2022” 标识。

另外， 北京冬奥组委将于
1月中旬推出 “四海一家 ” 金
碗套装 ， 套装内含金碗一个 、
金筷一双、 金勺一把， 全套由
360克足金打造 。 金碗碗体造
型稳重雅致、 饱满大气， 碗腹
鼓而圆润， 碗口大而外扩， 取
海纳百川之意。 碗壁上饰有象
征吉祥、 美满、 圣洁的宝相花

图案， 匠心独具， 碗身四面开
窗以画珐琅工艺分别绘制出
北京冬奥会会徽、 国家体育场
（鸟巢）、 万里长城和大境门图
案， 展现京、 张两地的标志性
景观 。 金碗套装限量发行 99
套 ， 计划于2019年1月15日在
中国银行营业网点、 北京冬奥
会特许商品零售店王府井工
美 大厦和菜市口百货店上市
销 售 。 此
外 ， 北京冬
奥组委还推
出了简洁雅
致的便携笔
记本和迷你
笔袋。

北京冬奥组委组织新职工培训班

亚洲杯小组赛 中国VS吉尔吉斯斯坦 今日19:00
滑雪又有新去处

冬奥特许商品上新
别具冬韵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