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由
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 共青
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冬奥组
委新闻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青
力冬奥·聚力青春” 主题征文
活动近日启动。 记者了解到，
征文入选作品将汇编成 《青力
冬奥·聚力青春主题征文作品
集》。

本次征文时间为10月10日
至12月10日 ， 征文方向为从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到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北京将成
为全球首个举办夏季、 冬季奥

运会的双奥之城。 对于这一重
要的历史时刻你有哪些感想？
对于奥运精神你有哪些理解？
对于未来有哪些畅想？ 绿色，
是本届北京冬奥会最靓丽的
底色 。 如何从我做起 ， 倡导
绿色生活， 关注生态文明， 助
力绿动冬奥 ， 为美丽北京加
油。

据了解， 本次活动采取评
委评审制， 由全国知名文学评
论家、 作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
审， 并邀请知名运动员担任特
邀观察员。 优秀作品将获得由

主办方印发的入选证书 ， 此
外， 可奖励北京冬奥会相关纪
念品及全球合作伙伴企业特别
奖。 优秀作者代表将有机会作
为 “冬奥文化使者” 参与北京
冬奥会相关文化交流活动。

本次征文入选作品将汇编
成 《青力冬奥·聚力青春主题
征文作品集》， 同时将在北京
冬奥组委官网冬奥教育专题页
开设冬奥征文专题页， 并结合
相关主办单位全媒体推广平
台， 集中推介优秀作者和优秀
作品。

“回望百年颂党恩 振兴乡村跃新程” 2021年第32届北京农民艺
术节———“乡村大舞台” 延庆专场展演暨延庆苹果采摘节近日在石峡
关谷举行。 整场演出分为红色征程、 丰收喜悦、 筑梦冬奥三个篇章。
15个由延庆区农民文艺爱好者与区文化馆的艺术骨干精心创编的节
目， 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风采。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陈艺 摄影报道

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开演

德国首个晋级 俄罗斯荷兰小组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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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体体、、五五棵棵松松将将开开启启
多多项项冬冬季季体体育育赛赛事事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亚
洲花滑公开赛、 短道速滑世界
杯、 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即将在
海淀区的首都体育场馆群和五
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开启， 众多
高水平冰上运动选手即将在赛
场角逐。

其中， 首都体育馆于10月
13日至１０月17日举办亚洲花样
滑冰公开赛， 10月21日至１０月
24日举办短道速滑世界杯。 11
月7日至１１月10日， 五棵松体
育中心将举办冰球国内测试活

动。
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 ，

花样滑冰项目测试赛报名人数
共计103人： 运动员人数32人，
其中中国运动员人数17人； 随
队官员人数38人， 其中中国队
21人。 短道速滑世界杯报名人
数共计395人： 运动员人数248
人 （含替补）， 其中中国运动
员人数16人 （含替补4人）。 冰
球项目为国内测试活动， 有国
内4支冰球队伍112名运动员及
随队官员参加。

三项赛事各类入境人员预
计494人， 涉及场馆团队工作
人员共计2981人。

千平巨型投影屏幕打造
“最美的冰”； 首次应用最先进
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
术， 碳排放趋近于零， 每年可
以节省100多万度电； 还有6小
时内实现 “冰篮转换” ……将
在首都体育馆、 五棵松体育中
心举办的这三项赛事， 将尽显
北京2022年冬奥会比赛场馆的
智能 “科技范儿”。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由北
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策划推
出的 “双奥之城 城市之光”冬
奥会主办城市系列宣传短视频
近日在全球主要互联网平台正
式发布。 该系列短视频通过集
中展示“双奥之城”北京的人文
历史、时尚潮流、冬奥元素，为
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
加油助力。

首发预告片 《你好， 双奥

之城》 以2008年成功举办夏季
奥运会到2022年即将迎来冬奥
盛会为主线， 采用节奏明快的
内容制作， 聚焦北京的城市风
光 、 赛事场馆和四季景色 。
“奥运” “历史” “潮流” 三
大篇章共12支正片的精彩画面
也在片中集中呈现 。 其中 ，
“奥运” 篇主要讲述大众积极
参与健身和冰雪运动， 北京已
准备好迎接各国健儿共享冬奥

盛会； “历史” 篇主要讲述在
丰厚的文化底蕴下， 自然、 都
市 、 人文的和谐交融 ； “潮
流” 篇则通过细节化表达、 艺
术化呈现， 向世界展示北京现
代、 开放、 时尚的魅力。 据了
解， 今年10月到明年2月， 该
系列视频将在境内外主要互联
网平台陆续播出， 赛时期间还
将在冬奥会竞赛场馆大屏幕滚
动播放。

新华社电 德国队 11日客场
4∶0轻取北马其顿队 ， 意味着他
们提前两轮确定小组头名位置，
第一个从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欧
洲区预选赛中出线。 俄罗斯和荷
兰队则在全取3分后领跑各自小
组。

此前6胜1负的德国队面对北
马其顿队， 上半场并未能有所作
为 。 不过 ， 易边再战仅5分钟 ，
效力于英超切尔西的哈弗茨接穆
勒助攻打空门得手， 为德国队打
破僵局。 此后， 哈弗茨的切尔西
队友维尔纳在第70和第73分钟连
下两城， 替补维尔纳上场的拜仁
小将穆夏拉第83分钟打入个人国
家队首球， 为 “德国战车” 将比
分定格在4∶0。

由此， 德国队提前两轮确定
J组头名位置， 成为第一个获得
卡塔尔世界杯入场券的欧洲球
队。 欧锦赛后从勒夫手中接过德
国队教鞭的弗利克赛后说： “我
们这个赛季5战5胜， 你不得不对
球员们的态度表示赞赏。”

同日， 俄罗斯队凭借上半场

的两粒进球客场2∶1击败斯洛文
尼亚队， 同在H组的克罗地亚队
主场2∶2战平斯洛伐克队 。 俄罗
斯队由此以2分优势领跑该小组，
俄罗斯队与克罗地亚队争夺小组
头名的战斗还要继续， 两队第九
轮分别对阵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队， 最后一轮将直接碰面。

G组中 ， 荷兰队开场9分钟
后便由后卫范迪克力拔头筹， 随
后德佩独中两元。 再加上邓弗里
斯 、 丹朱马和马伦的下半场进
球 ， “橙衣军团 ” 最终主场6 ∶0
大胜弱旅直布罗陀队。

不过，挪威队主场2∶0力克黑
山队， 意味着他们在还剩两轮的
情况下与G组“领头羊”荷兰队只
有2分差距。 客场2∶1击败拉脱维
亚队的土耳其队同样也没有退
出小组前两名的争夺， 他们以
15分暂列第三， 落后挪威队2分。

世预赛欧洲区第一阶段每组
头名共10支球队直接出线。 十个
小组第二与两支通过欧洲国家联
赛排名确定的球队进入第二阶段
比赛， 决出另外3个出线名额。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10
月11日， 2021年北京市顺义区大
运河文化节启动仪式暨顺义区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后沙峪
杯” 原创作品线上颂读大赛颁奖
典礼在后沙峪镇龙腾世纪文化广
场举行。

据了解， 本次活动以 “游运
河， 行大运” 为主题， 由顺义区
委宣传部 、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活动
面向顺义区各单位征集参赛作品
近百余件， 经过激烈角逐， 共产
生最佳颂读奖5个、 优秀组织奖5
个、 优秀颂读奖15个， 参赛作品
全部为原创作品。 这些作品集中

展现了深沉浓厚的大运河 （潮白
河） 文化， 彰显了顺义历史文脉
的深厚积淀和人文精神的文脉精
髓， 向广大市民群众集中展现了
大运河 （潮白河） 文化的独特魅
力。

颁奖典礼上， 精彩的原创舞
蹈 《运河号子》 流露出深厚的大
运河 （潮白河） 之情， 感染着四
方宾朋。 从上百部参赛作品中精
选出的颂读大赛获奖作品 《红
船 》 也成为开幕式上的一大亮
点， 作品用深厚的感情讲述着顺
义广大市民对党的无限热爱。 运
河为媒、 冬奥为桥， 根据冬奥精
神改编的艺术体操 《蓝色彩带》

以沉浸式的表演模式， 运用体操
的艺术手法， 实现了力与美的完
美结合 ， 一张张晶莹剔透的笑
脸， 表达着顺义市民对冬奥的热
情和期盼。

据悉， 顺义区作为大运河北
京段沿线七区之一， 近年来深入
挖掘大运河文化内涵， 围绕大运
河 （潮白河） 深耕细作了一大批
原创文艺精品 。 大型原创评剧
《使命 》 《潮白人家 》 《李昆 》
《梦回洋桥》 全景式展现了英雄
的潮白儿女在顺义这片热土上的
感人事迹 ； 大型主题音乐作品
《潮白河组曲》 奏响了新时代顺
义发展建设的凯歌。

世预赛欧洲区综合：

顺义区启动2021年大运河文化节

北京冬奥会主办城市系列宣传短视频发布

新华社电 11日， 中国U22国
家男子足球队宣布退出在塔吉克
斯坦举办的U23亚洲杯预选赛 。
退赛公告全文如下：

由于疫情防控和航班限制等
原因， 中国U22国家男子足球队
无法按计划赴塔吉克斯坦参加
2022年亚足联U23亚洲杯预选
赛， 不得不遗憾退出本次比赛。
下一步， U22国家男子足球队将

继续在主教练亚历山大·扬戈维
奇的带领下 ， 严格训练 ， 做好
2022杭州亚运会的备战工作。

在此前进行的2022年亚足联
U23亚洲杯预选赛抽签仪式上 ，
中国U22国家男子足球队与澳大
利亚队、印尼队、文莱队一起分在
G组。G组预选赛原定于10月23日
至31日在印尼举行， 后因当地疫
情原因，移至塔吉克斯坦举行。

中国U22男足退出U23亚洲杯预选赛

“青力冬奥·聚力青春”主题征文活动启动

■2022相约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