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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言堂

———访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总设计师李兴钢
2003年至2008年， 李兴钢主

持国家体育场 “鸟巢” 的设计工
作， 这栋惊艳世界的建筑， 彰显
出夏奥盛会的中国气质。 在北京
冬奥会迎来倒计时1000天之际 ，
作为冬奥会延庆赛区总设计师，
李兴钢正致力于将美好蓝图上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 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
中心加速转变为现实。 他想呈现
出的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将是
人与自然互动之后的完美结果。

从征服自然到融入自然

“山林场馆、 生态冬奥” 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核
心设计理念， 也是中国山水文化
和冬奥文化的有机结合。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设计
之初， 李兴钢踏勘过很多 “削山
填土 ” 建成的国外冬奥雪上场
馆。 他意识到， 这种牺牲环境和
付出巨大经济投入的做法， 并不
适合延庆赛区。

“西方人喜欢征服自然， 而
我们喜欢欣赏自然， 融入自然。”
李兴钢说， 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配套设施建设过程中， 设计团队
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取经 ”，
借鉴 “干阑式” 民居的方式， 采
用山中架空平台的建设方法， 实
现了对环境的浅度干预， 也提升

了建造质量和效率。 设计冬奥村
时， 也没有采用高层式的设计方
案， 而是选用了低层数、 高密度
的 “山村” 式建筑布局。 半开放
式的建筑庭院， 既展现出北京四
合院的文化特色， 也透露出周围
美丽的山景。

在踏勘延庆冬奥村场地的过
程中， 设计团队发现了一处山村
遗迹。 “我们把它完整保留下来
为北京冬奥会服务。 这样， 延庆
赛区不仅有现有的山村 （西大庄
科村 ）， 也有新建的冬奥山村 ，
还有古老的遗迹山村， 可以展现
悠久的中国山地建造文化。” 在
李兴钢心目中， 延庆赛区想呈现
给世人的， 将是一种人与自然互

动之后的完美结果。

中国赛道值得世界期待

高山滑雪、 雪车雪橇都是高
风险性的冬奥会比赛项目， 如何
把赛道设计得既安全又有挑战和
观赏性，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李兴钢告诉记者， 延庆赛区
的高山滑雪赛道、 雪车雪橇赛道
都由世界顶级赛道设计师量身打
造，各具特色。延庆赛区的雪车雪
橇赛道拥有16个弯道 （其中第10
弯道为360°回旋弯），赛道多处形
成较高的弯道挡墙， 给运动员技
术水平的发挥提供更多机会。

在延庆赛区的高山滑雪赛

道， 出发区和结束区最大有将近
900米的垂直落差， 在利用山体
地形形成多处大的转弯、 跳跃及
在山脊与山谷之间滑行的交替变
化， 成为赛道的一大特色。 选手
在赛道滑行时， 摄像机也将呈现
出更多的沿途美景。

“为了确保赛道安全， 建设
了防止山体下滑的混凝土桩墙，
山体被一段段地保护起来， 赛道
也变得更加稳固 。” 李兴钢说 ，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赛道值得
世界期待， 虽然建设难度很大，
但赛道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创新设
计， 会让选手和观众收获全新的
体验。

虽如履薄冰但已做好准备

明年2月， 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就要迎来建成后的第一场测试
赛———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
杯， 这是检验场馆设计和运行能
力的一次 “大考”。

“测试赛一定会反映出某些
问题 ， 这有助于发现我们的不
足， 加以改进后， 将更好地保障
北京冬奥会正式比赛的进行 。”
李兴钢说，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天
气对赛事的影响。

目前， 世界上已建成的高山
滑雪场馆大都处于海洋性气候地
区， 而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地处

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区， 有着冬季
风大且干燥的气候特点。

“北京冬奥会有两周以上的
比赛时间， 允许组委会根据天气
情况适当调整赛程， 但作为冬奥
测试赛的世界杯比赛只有两天时
间 ， 风力一方面会影响比赛安
全， 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缆车系统
运行。 我们不能只看老天爷的脸
色吃饭。” 李兴钢说， 在冬奥组
委的领导和组织下， 延庆赛区正
在进行精确的气象分析， 并设置
赛道及缆车运行的各项防风措
施。 “这些应对措施是否有效，
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测试赛进行检
验， 机会非常宝贵”。

李兴钢坦言， 虽然延庆赛区
拥有较为先进的设计理念， 各方
团队技术和业务能力也很强大，
但因为很多工作都是中国的 “第
一次”， 加上延庆赛区的突出挑
战性， 做每一步建设工作， 仍感
如履薄冰， 需要谨慎前行。

建设 “鸟巢” 那几年， 李兴
钢的压力和责任和现在一样重，
但那座 “山”， 最终被他完美地
越过去了。

谈及延庆赛区， 李兴钢说：
“现在要爬的这座 ‘山’， 和以前
的不一样， 甚至更大更高。 但在
体力、 心理和能力上， 我已经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据新华社

■2022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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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呈呈现现人人与与自自然然互互动动后后的的完完美美结结果果””

国奥队公布了参加土伦杯的
集训名单， 北京中赫国安的郭全
博和张玉宁入选。 按照中超的规
定， 如果俱乐部有球员进入到国
字号球队， 联赛中的U23球员出
场将得到相应减免。 也就是说，
国安队在这两名球员在国奥队集
训期间， 每场国内比赛都可以只
派1名U23球员出场。

很多球队用U23球员都是走
过场， 联赛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
U23球员换上去不久马上就被换
下来的闹剧。 不过对于国安队来
说， 队内几名U23球员的成长都
还比较健康。 你很难说张玉宁这
样的球员是靠政策打上主力的，
他的能力在中超任何一支球队都
可以踢上比赛。 如今的张玉宁对
国安队至关重要， 他与巴坎布的
风格完全不同， 在锋线可以起到
支点作用， 如果没有张玉宁， 国

安队等于就是在前场少了一种打
法。 随着邹德海的崛起， 郭全博
这个赛季成为替补。 但谁也不会
否认郭全博的实力， 当邹德海需
要休息的时候， 郭全博完全可以
顶上。 除了国安队， 恒大队受到
这次国奥队集训影响也比较大，
他们被抽调的杨立瑜和严鼎皓都
是能打得上比赛的球员， 特别是
杨立瑜的情况类似于张玉宁， 他
已经成为卡纳瓦罗球队中不可或
缺的棋子。

土伦杯并不是正式比赛， 按
道理讲俱乐部可以 “拒绝” 国奥
队的征召， 不知道足协和俱乐部
之间有没有商量过这件事。 在欧
洲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 比如下
周即将开始的世青赛， 这是一项
正式的大赛。 但由于世青赛的开
赛时间和欧洲俱乐部赛事有冲
突， 很多欧洲强队都没有征召适

龄的明星球员。 以意大利U20为
例， 他们就无法征召像基恩、 扎
尼奥洛这样的明星球员， 只能搜
罗一些低级别联赛和预备队联赛
球员去打世青赛， 因为意甲球队
还有联赛要打， 不可能考虑意大
利U20的需求， 这不是国际足联
A级比赛， 俱乐部可以说 “不”。
欧洲足球是以俱乐部为中心的，
当国字号球队与俱乐部发生用人
矛盾时， 如果国字号球队参加的
不是A级比赛， 哪怕是奥运会足
球赛， 俱乐部也可以拒绝。 而在
亚洲是以国字号球队为中心的，
不仅中国如此， 其他很多亚洲国
家都是这样 。 像世青赛意大利
U20同组的日本U20， 他们就可
以相对自由地抽调国内 J联赛的
球员， 日本U20这半年期间一直
在集训打热身赛， 这种随意抽调
俱乐部球员和长期集训的 “待
遇” 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国安队等中超球队来
说，面对国字号的征召，所能做的
只能是内部挖潜， 尽全力去将影
响最小化。 除了张玉宁要征战土
伦杯，对国安更大的考验还是6月
份非洲杯及美洲杯的到来， 届时
巴坎布和奥古斯托极有可能受到
各自国家队的征召。非洲杯、美洲
杯不是世青赛， 是国际足联规定
的A级国家队比赛， 一旦刚果和
巴西需要用人，国安队无权拒绝。
外援的缺席肯定比国内球员影响
更大， 国安队必须提早做好巴坎
布和奥古斯托不在的准备， 在阵
容安排上要有相应的办法。

新华社电 西甲马德里竞技
队前锋格列兹曼14日确认， 他将
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马竞。

格列兹曼通过马竞官方社交
媒体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宣布了
这一消息。 他说： “我做出了决
定， 我将离开这里， 去尝试别的
东西， 寻找新的挑战。 选择这条
道路对我来说很艰难， 但这确是
我当下心中所想所需的。”

据西班牙媒体称， 格列兹曼
在当天下午已与主帅西蒙尼及俱
乐部高层会面， 告知了他们这一
决定 ， 但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去
向。 就在几天前西蒙尼仍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 自己有信心继续
留住这名法国射手。

在告别视频中， 格里兹曼不
忘感谢马竞球迷这些年给自己的
支持， 他称过去的五年是 “令人
难以置信的五年”： “在这里我
赢得了人生中的头几座奖杯和一
些重要的俱乐部荣誉。 这些都是
我会终生铭记的精彩时刻。 我将

永远把你们放在心上。”
格列兹曼在2014年夏天加盟

马德里竞技。 过去五个赛季里，
他已为马竞在正式比赛中出场
256次， 打入133球， 并随球队拿
到一座欧联杯， 一座欧洲超级杯
和一座西班牙超级杯。 他也是马
竞队史进球第五多的射手。

在去年夏天与球队续约至
2023年后， 格列兹曼的合同违约
金也随之提升至2亿欧元， 但在
今 年 7月 1日 后 这 一 数 字 将 降
至 1.2亿。 如果有球队为法国人
支付这笔违约金， 马竞将获得全
部金额的80%， 另20%将转至格
列兹曼的前东家皇家社会。

目前， 西媒认为格列兹曼的
下一个目的地有可能是西甲巴塞
罗那。 早在去年夏天， 加泰罗尼
亚豪门便曾尝试引进这名法国前
锋， 只是当时未能如愿。 此外，
法甲俱乐部巴黎圣日耳曼和英超
球队曼联或将加入法国人的争夺
中来。

格列兹曼
宣布离开马竞

国国字字号号征征召召对对国国安安队队有有明明显显影影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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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价1.2亿
下一站或加盟巴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