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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控控京京奥奥滑滑雪雪战战队队备备战战冬冬奥奥服服务务

成立滑雪战队保障冬奥会

为什么要成立这支滑雪战
队？ 北控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筹
办和服务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
高山滑雪中心和雪车雪橇两个场
馆的运行保障工作。 根据北京冬
奥组委运行中心 《关于加强场馆
运行培训工作的函》 的要求， 在
北控集团统一安排和部署下， 于
2018年7月成立的北控京奥建设
有限公司场馆运营分公司， 具体
负责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国 家 高 山 滑 雪 中 心 运 行 保 障
工作。

滑雪战队成立后， 即着手准
备工作。 “我们找遍了崇礼所有
的雪场， 只有这儿最适合做高山
滑雪项目赛道测试！” 北控京奥
场 馆 运 营 分 公 司 山 地 经 理 吴
高 胜 说 。 吴高胜说的是崇礼太
舞雪场 ， 这里的海拔高度 、 风
力、 气候条件与延庆赛区相似，
便于战队进行模拟气象条件的针
对性培训。

滑雪战队成员均有丰富的滑
雪经验 ， 有很多是滑雪专业毕
业， 有的是滑雪指导员， 也有在

全国比赛中获得名次的退役运动
员， 大家抱着为了祖国， 奉献冬
奥的精神， 不计较得失， 凝聚在
一起。 目前整个滑雪战队有57名
队员。

国内外学习抓紧团队培训

2018年10月28日， 北控京奥
高山运行保障团队加入北京冬奥
组委滑雪战队， 按计划开展了国
内滑雪场场地工作培训和国外赛
事观察实训等工作。

2018年冬季是2021年高山世
界杯测试赛前 ， 唯一的一个雪

季， 是高山运行团队岗位技能培
训的关键时期。 滑雪战队抓住时
机在太舞滑雪场开展国内雪场运
行培训工作， 针对造雪、 压雪、
索道和巡逻队进行专业培训。 在
崇礼冬训期间同时组织了英语、
竞赛知识、 冬奥文化、 体能训练
等培训。

2018年12月滑雪战队赴海拉
尔 “呼伦贝尔全国雪地摩托车越
野挑战赛” 开展实习培训工作，
进行雪地摩托理论、 驾驶操作、
雪地摩托维修与保养 、 赛事巡
逻、 救援保障等工作的学习， 为
迎接2020年测试赛做好充分的运
行准备工作。

北控京奥滑雪战队按照北京
冬奥组委的统一要求， 对加拿大
路易斯湖高山滑雪世界杯、 瑞典
奥勒高山滑雪世锦赛两站比赛完
成了见习培训任务。 通过赛事观
摩， 滑雪战队主要深入学习了赛
道作业、物资筹备、临时建设、巡
逻救援、竞赛准备、志愿者资源等
工作。 通过学习将国外成熟的造
雪、 压雪等技术融入到了国内太
舞雪场的实操工作里， 同时邀请
冬奥组委外籍专家现场指导，包
括冰状雪赛道制作的流程、 安全
网安装规程、 雪道操作安全规程
等。 目前国内首条冰状雪赛道已
制成， 并得到了冬奥组委外籍专
家的认可， 达到了奥运赛道的要
求。 未来这种冰状雪赛道将在延

庆小海坨山上 “重现 ” ， 保障
2020年测试赛速度项目的比赛。

现场展示制造专业雪道

6日， 滑雪战队队员们演示
了冰状雪道制作的全流程———人
工造雪并完成雪道造型后， 压雪
车像犁地一样翻开雪道。 其中最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均匀连续地向
雪中注水， 如何让水均匀地分布
在雪道上最考验功力， 水多一点
或少一点， 都会影响冰状雪的形
成 。 队员们相互配合 ， 默契十
足： 有人手持水管喷水， 还要同
时用脚感知雪的状态； 有人在后
协助分担水管的重量和水流的强
大压力； 还有人时刻调整水管的
位置， 水阀处也有人在随时观察
水流情况。

雪道经过平整后仍需要悉心
维护， 如遇到降雪天气， 队员们
需要第一时间使用多种器械来清
理掉覆盖在冰状雪道上的天然
雪， 才能最终呈现出符合奥运标
准的滑雪雪道。

3月末冬训结束后， 北控京
奥滑雪战队将开展第二阶段的夏
季培训工作， 预计将通过2到3年
的专业培训和准备， 为延庆赛区
运行制定相关工作标准， 并组建
保障团队， 配合北京冬奥组委把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办成一届
精彩、 非凡、 卓越的奥运盛会。

中超第二轮北京中赫国安客
场4∶0横扫重庆斯威 ， 新赛季开
始之后， 国安队终于打出了最流
畅的进攻。 施密特的4222新阵收
获喜悦， 更让人高兴的是两位新
援张玉宁和王刚都有非常亮眼的
发挥。

张玉宁无疑是国安队客场大
胜最大功臣， 他不但打进一粒世
界波， 还策划了球队的第二个进
球。 这场比赛张玉宁体现了什么
是全能型中锋， 这不愧是荷兰人
培养出来的球员， 要知道荷甲联
赛最善于制造这种看上去 “无所
不会” 的中锋。 也许此前人们还
有些担心张玉宁的速度是不是比
较慢， 但那次 “推土机” 般的前
进 ， 让人看到了张玉宁的冲击
力。 破门那个球更是神来之笔，
中国本土中锋很少有这样的射门
决心和想象力。 张玉宁的存在极
大丰富了国安队的打法———巴坎
布并不喜欢背身拿球， 他习惯在
对方防线的 “缝隙” 中 “钻来钻
去”， 本场施密特试验一高一快
组合， 在张玉宁的 “挡拆” 下，
巴坎布得到了更多的空间， 刚果
人也果然收获了赛季首粒入球。
张玉宁出场， 起初可能更多受制
于U23政策， 特别国安队的主力
门将郭全博被国奥队抽走。 但踢
着踢着我们发现， 张玉宁现在的
作用几乎等同于球队又多了一名
“外援”。

另一个能起到 “外援” 作用
的本土大将是右路爆点王刚。 王
刚可说是一场比赛比一场好， 从
在武汉的找不着北， 到在韩国的
小露峥嵘， 出现在重庆的王刚基
本发挥了自己的特点。 本场比赛
踢到快结束时， 王刚还能强力冲
刺超车过对方新换上来的左后
卫。 王刚的速度可谓 “一招鲜”，
他在右路的狂飙突进， 让人想起
了国安队当年优秀的右后卫谢
峰。 当国安队进攻端在中路陷入
困局的时候， 王刚的速度和突破
可以让人豁然开朗。 防守端王刚
同样贡献巨大， 重庆队倚仗的是
两名巴西边路外援， 也就是我们
经常开玩笑说的 “大小摩托 ”。

王刚这一路面对的是 “大摩托”，
在王刚速度的威慑下， 这辆 “大
摩托” 整场比赛都 “熄火” 了。
下半时后半段， “小摩托” 也往
王刚这边靠 ， 也许争强好胜的
“小摩托” 不相信王刚这么厉害。
不过两辆 “摩托” 即便同时出现
在国安队的右路， 也没有构成太
大的威胁。 中超真正像王刚有如
此之强一对一能力的本土球员，
确实十分罕见。

不是外援胜似外援， 国安队
的两位本土新援在这场比赛中发
挥出了很高的水平， 也希望国安
队能有更多的本土球员能够站出
来 ， 这将会使国安队 “血液循
环” 彻底通畅。

新华社电 美国女子国家
足球队当地时间8日向洛杉矶
一家法院提起诉讼， 状告美国
足协性别歧视， 要求美国女足
和美国男足同工同酬。

这起诉讼是由目前入选美
国女足大名单的28位球员共同
发起， 特意选在国际劳动妇女
节这天起诉。

女足世界杯6月份即将在
法国打响， 在这个紧要关头，
卫冕冠军美国女足状告足协无
疑动摇军心， 不过美国足协当
日并未作出回应 。 此前美国
足 协一直坚称 ， 同工不同酬
是因为国家男足和国家女足
“集体议价协商条款” 不同所
致 ， 在很多方面无法进行同
等 比较 ， 不过该条款从未公
之于众。

“我觉得我们周围很多人
都期待我们能够成为一种向性
别歧视宣战的力量， 希望我们
同这种不公正、 不公平奋战到
底， 也期待我们能为女性争取
更多权益。” 美国女足球员拉
皮诺说。

美国女足国家队前锋普雷

斯对此也表示赞同 。 她说 ：
“我们相信美国女足有责任
成为女性代表， 同性别歧视进
行斗争， 从法律角度而言， 我
们配得上更多的回报。 通过这
种斗争 ， 我相信美国女足可
以 引 领 社 会 上 更 多 女 性 为
此奋斗。”

美国国家女足球员工会并
没有参与这起诉讼， 但是当天
发表声明支持这种行为， 并认
为美国足协有义务消除性别
歧视。

美国女足提起的这起诉讼
列举了2013年至2016年期间的
数据， 认为女足国家队成员所
得收入大约是男足球员的三分
之一。

诉讼文件中表示， 这种同
工不同酬现象在世界杯年更为
明显 。 在 2014年男足世界杯
上， 美国男足止步16强， 但足
协给予的奖金高达500多万美
元， 然而美国女足在2015年加
拿大女足世界杯上获得冠军，
得到的奖金是172万美元 。 此
外， 晋级男女世界杯决赛圈的
奖金也是天差地别。

美国女足起诉足协性别歧视

国安队就像又多了两个“外援”

蓝天映着白雪，
天际间 ， 一支身披
彩色战袍的滑雪战
队从天而降 ， 他们
不是在比赛 ， 而是
在进行清理雪道表
演 。 这支队伍有个
响 亮 的 名 字———北
控 京 奥 滑 雪 战 队 。
近日 ， 本报记者前
往河北张家口崇礼
山区 ， 探访这支滑
雪战队。

同工不同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