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秋
天骑行昌平， 赏山赏水品美食。
11月9日上午， 北京·昌平第十六
届苹果文化节暨BLG乐活骑行
季———苹果树下的约定举行， 上
百名骑行爱好者穿越昌平体验民
俗和非遗文化。

当天早上7点多，骑行爱好者
从京城四面八方赶来， 在昌平区
图书馆聚集。沈先生告诉记者，他
从右安门一路骑到昌平。 “早上5

点多从右安门出发， 到集合点已
经骑了40多公里了。 ”他说，“昌平
美景多，秋景更为好看。今天想体
验一下京北最美骑行路线。 ”

8点， 上百名骑行爱好者从
昌平区图书馆出发， 途经十三陵
水库 、 上口村 、 黑山寨 、 慈悲
峪， 百合等民俗村， 全程约90公
里， 此次的骑行路线将昌平北部
优质骑行资源悉数整合。

据了解， BLG乐活骑行是一

项趣味打卡骑行活动， 打卡点设
置在民俗村、 旅游景点、 古村落
里， 采取 “拍照合影+手环” 的
形式进行打卡， 每到一个打卡点
发放一个手环。 同时打卡点还设
置有丰富的苹果主题文化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活动， 包括
龙鼓、 榫卯和手工编制等多种非
遗元素， 骑行爱好者在体验运动
快乐、 观赏深秋红叶的同时， 也
感受昌平文化的魅力。

骑行爱好者穿越昌平体验非遗文化

■新闻分析

■2022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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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第11轮国家德比战中 ，
拜仁又进了4个球！

拜仁在过去4个对多特的主
场战中全部获胜， 且至少都进了
4个球。 多特自2014年4月后还没
有在安联球场赢球， 但他们仍是
联盟里在拜仁主场获胜次数最多
两支球队之一， 另一支是门兴格
拉德巴赫。

这是过去9个赛季以来 ， 首
次两支球队均不在榜首的国家德
比战 ， 却创造了很多神奇的纪
录。 莱万成为德甲史上第一位单
赛季前11轮每轮都有进球的人，
11轮16个进球已经超过了盖德·
穆勒在1968-1969赛季的纪录 。
他的第二个进球是拜仁在主场的
第2500个德甲进球。

两支球队是德国在欧战赛场
出现最多的球队， 夺取了过去24
个赛季的22次德甲冠军。 然而 ，
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从一开始
就被誉为国家德比。

德比初现端倪
希帅功不可没

自德甲1963年成立以来， 拜
仁夺得的前11次冠军的赛季中，
多特还难以构成威胁。 多特第一
个美好时代是德甲成立之初。 前
4个赛季， 他们均排在了前四名。
1966年， 他们还成为第一支赢得
欧洲优胜者杯的德国球队。

然而， 上世纪70年代， 多特
4年混迹德乙， 而拜仁已经连续
三年捧起欧洲冠军杯 。 那十年
中， 拜仁还曾创纪录地以11∶1击
败多特。

在很多资深球迷眼中， 最早
能被称作德国 “经典战” （即国
家德比） 是拜仁与门兴的对决。
自1969年开始的连续9个赛季中，
德甲冠军均被这两支球队包揽。
门兴在1970-1971赛季成为德甲
首支实现卫冕的球队。 随后6个
赛季， 拜仁和门兴先后完成夺冠
“帽子戏法”。

门兴因自身球场限制和核心
球员相继转会 ， 上世纪70年代
末已不再具备竞争力 。 即便这
样， 1978年门兴还曾在主场12∶0
狂屠多特， 创造了德甲历史的最
悬殊分差。

上世纪80年代， 多特对拜仁
的战绩有所好转 。 20次遭遇战
中， 他们4胜7负9平。 上世纪90
年代， 多特在名帅希斯菲尔德的
带领下得到两次德甲冠军和一次
欧冠冠军。

在 “希帅” 执教首个赛季 ，

他们就砍下了与冠军斯图加特相
同的联赛积分， 最终以净胜球劣
势屈居亚军。 该赛季中他们以两
个3∶0双杀拜仁 ， 后者仅列第十
位， 是他们在德甲的最差战绩。

“黄黑军团” 在1994-1995赛
季夺得队史上第一个联赛冠军，
并在接下来的赛季成功卫冕。 两
个赛季都领先拜仁6分夺冠。 此
时， “拜仁对多特” 的国家德比
初具雏形。

拜仁一家独大
多特陷入低潮

“希帅” 从教练转为体育主
管后的1997-1998赛季， 球队以
联赛第10名收官， 但两队在欧冠
四分之一决赛上相遇。 1998年夏
天， “希帅” 投奔他曾经的队友
赫内斯， 后者时任拜仁主教练。

接下来6个赛季， 拜仁获得4

次德甲冠军， 两次德国杯冠军和
一次欧冠冠军。 而在 “希帅” 离
开后的三个赛季， 多特再次陷入
低潮， 分别位列联赛第十， 第四
和第十一名。

2000年， 前多特球员萨默尔
成为球队主帅， 带队取得联赛第
三名， 接下来的赛季问鼎冠军。
在萨默尔执教的首个赛季， 双方
第二回合较量， 在威斯特法伦球
场上演了德国国家德比史上最肮
脏的一幕 。 两队1:1战平 ， 裁判
当场出示了14张红黄牌。 拜仁全
队只有两人没有被警告。

此后， 多特一度陷入财政危
机， 不得不卖掉球场， 还从拜仁
贷款200万欧元， 球员的薪水砍
掉20%。 2003-2004赛季 ， 萨默
尔带队打到第六名， 尽管他和俱
乐部的合同签到2010年， 但仍提
前解约。 他的继任者荷兰主帅范
马尔维克和多尔并没有让球队变
得更好。 多特在接下来的三个赛
季在第7至13名低位徘徊， 而拜
仁却又连续捧了三个联赛冠军。

2008年的德国杯决赛， 两队
踢得异常胶着， 多特在伤停补时
阶段将比分追平， 拖入加时赛，
但拜仁最终获胜。 “希帅” 完美
地结束了他在拜仁的执教生涯。

渣叔力挽狂澜
德比渐入佳境

接下来两队分别迎来了克洛
普和克林斯曼作为主帅。 “金色
轰炸机” 没有带队卫冕。 2008-
2009赛季， 拜仁甚至从未在积分
榜上领跑过。 而多特以第六名结

束赛季。 2009-2010赛季拜仁在
荷兰名帅范加尔带领下重夺联赛
宝座， 并 “双杀” 多特， 其中包
括在多特主场5∶1大胜。

当克洛普执教风格与莱万 、
香川真司产生化学反应时， 多特
与拜仁的对垒进入经典德比时
代。 2010至2012两个赛季， 多特
横扫拜仁， 甚至在德国杯决赛上
5:2大胜 ， 莱万上演帽子戏法 。
多特在2012年首次成为联赛和德
国杯的双冠王。

双方还共同在欧冠赛场上大
放异彩。 2012-2013赛季，效力于
多特的莱万在对阵皇马的欧冠半
决赛中上演“大四喜”神迹。 拜仁
在四分之一决赛上两回合4:0淘
汰尤文图斯 ， 半决赛7:0狂扫巴
萨。 德国国家德比在欧冠决赛上
成功上演。 克洛普率队动摇了拜
仁在德甲的垄断地位， 而拜仁在
欧冠决赛笑到最后。 这是拜仁第
五个欧冠冠军， 他们也成为德国
足球史上第一支“三冠王”队伍。

从克洛普带队获得第一个联
赛冠军起， 多特与拜仁在9个赛
季中相遇了32次 ， 在32次对决
中， 拜仁13次在常规时间获胜，
多特有12次， 双方还踢过3次点
球大战。

如今， 多特与拜仁的遭遇战
中， 在胜负场次和净胜球方面都
处于劣势。 而拜仁对多特的胜率
比其对阵任何其他球队都要低。
双方的经典战并没有太多地域分
歧或口水战作为背景， 两支球队
的碰撞在过去20年来一直是德国
足球界最令人瞩目和最具观赏性
的比赛。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套
雪裤 、 蹬雪靴 、 踩雪板 、 撑
雪杖 、 穿雪服 、 绑护具 ， 再
戴上头盔和雪镜 ， 居民们虽
不在滑雪场 ， 却感受到了浓
厚的冰雪氛围。 11月7日， 海
淀 区 甘 家 口 街 道 市 民 活 动
中心为居民们奉上了一份特
别的立冬 “礼物 ” ———带大
家走近北京冬奥 ， 体验冰雪
项目。

活动中 ， 体育教师带来

齐全的冰雪装备 ， 在向居民
们展示的同时带大家各角度
解锁冬奥冰雪项目 。 从滑雪
装备的穿着顺序 、 雪板的拼
接方法 、 各种穿戴中的技巧
和机关 ， 到滑雪前的热身要
点 、 滑雪原理与姿势技巧 、
参与滑雪项目的安全注意事
项 ， 再到雪具的选择 、 北京
周边雪场的情况 、 大众滑雪
请教练是否必要和怎样划算
……在丰富 、 风趣 、 幽默的

探讨中 ， 在融洽欢乐的氛围
中 ， 在切身的互动体验中 ，
居民们轻松了解了北京冬奥
知识， 完善了滑雪基础理论，
揭开了冰雪项目的神秘面纱。

“本次活动融知识性、 趣
味性 、 互动性和实用性于一
体 ， 有利于推动更多居民建
立自信并参与冰雪项目 ， 这
正是我们筹备本次活动的亮
点所在。” 甘家口街道市民活
动中心主任赵少芬说。

本报讯（记者 李婧） “37分
钟！ 跑得真快。” 围观的群众发
来 一 阵 阵 欢 呼 。 这 是 11 月 9
日 ， 在 南 海 子 公 园 举 行 的
PEAK+U团队赛暨第四届朗致杯
健康跑活动中的一幕。 活动中，
第一个撞线的参赛职工仅用了37
分钟就跑完10公里全程， 引来观
战群众的惊叹。

PEAK+U团队赛暨第四届朗
致杯健康跑活动由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总工会、 匹克体育和朗致
集团联合主办。 据介绍， 活动主
题为 “奔跑吧， 我的国！” 所有
参赛团队每7人为一组， 每人跑
10公里 ， 累计完成70km。 据介
绍， 本次活动吸引了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及周边区县的近100个
企业跑团和300余名个人共1000
余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领导在致
辞中表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始终保持高质量快速发展， 离
不开区内企业和员工的支持和奉
献， 我们发起团队赛和健康跑活
动， 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在努力工
作的同时， 通过跑步活动， 增强
员工的集体荣誉感， 保持健康的
体魄， 将更高、 更强、 更快的体
育精神融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第一个撞线的参赛者孟先生
来自一家空调企业 。 他说他从
2014年就开始锻炼， 尤其是喜欢
跑步。 “我是从单位的同事那里
听说工会这个活动 ， 于是报了
名。” 据介绍， 当天的参赛者几
乎都完成了比赛， 每一位完赛者
都有奖牌。 “虽然没有获得很好
的名次， 但是能参加千人跑步活
动， 还拿到奖牌作为纪念品很开
心呀， 希望工会多组织这样的活
动。” 一位女性参赛者在跑过终
点后表示。

通讯员 孔跃进 摄

“拜仁VS多特”如何演变为国家德比？

经经开开区区总总工工会会
举举办办千千人人健健康康跑跑活活动动

走近北京冬奥 感受冰雪项目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