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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刘恕

据刘恕介绍， 此次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交通服务团队主要
依托京张两地的专业运输企业做
支撑， 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组织
相关司机、 调度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

“培训的内容， 一个是从安
全角度， 另一个是奥运知识相关
的培训， 再一个是结合这些人员
的任务， 组织他们到赛区进行踏
勘。 培训的目标是让司机和调度
人员清晰自己的任务， 也知道自
己的工作任务应该用怎样的模式
去完成。”

服务于国际化活动的交通运
输， 语言支持非常重要。 刘恕表

示， 他们招募的部分司机具有一
定的中、 英双语能力， 而这方面
能力相对薄弱的人员则需要和语
言中心进行合作， 需要专门给予
支持。 此外， 司机还会得到一些
小卡片， 内容覆盖日常语言交流
场景。

刘恕是一名老交通人， 谈到
自己和不少同事经历过的两次奥
运， 他颇有感慨。

“我们这个大群体里， 有相
当一部分同志参加过北京奥运
会。 能够在自己一生的事业中参
加两次奥运， 是非常不易的事，
因此我们感到光荣！”

据新华社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北京发布冬奥遗产报告集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月19

日， 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社会发
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遗产报告集 （2022）》， 包括体
育、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
城市和区域发展等七个单册遗产
报告。

创造丰厚的冬奥遗产， 为主
办城市和广大民众带来长期、 积
极的收益， 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 （以下简称 “北京冬
奥会 ”） 筹办工作的重要内容 ，
符合国际奥委会的改革精神， 是

成功办奥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向全社会宣传展示北京冬

奥会筹办遗产成果， 北京冬奥组
委会同北京体育大学编制完成了
遗产报告集，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反映了北京冬奥会自2015年申办
成功以来筹办工作所形成的重要
遗产成果 。 遗产报告集包括体
育、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
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7个单册报
告， 全面阐释了遗产战略计划实
施情况， 呈现了北京冬奥会在促
进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冰雪产业

发展与科技创新 、 社会文明进
步、 奥林匹克和冰雪文化普及推
广、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主办城
市高质量发展、 京津冀区域协同
发展等7方面产生的遗产成果。

本次发布的遗产报告集是北
京冬奥会赛前遗产报告。 伴随着
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的全面就
绪， 将有更多筹办成果持续转化
为冬奥遗产。 所有这些冬奥遗产
将持久造福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为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长
期收益。

本周末国足将重新踏上世
预赛亚洲区十二强赛的旅程 ，
接下来中国队将连续打客场 ，
对手是日本队和越南队。 由于
比赛是在春节前后进行， 且都
是时差接近地区， 这两场比赛
的关注度一定会很高。

新帅李霄鹏一股脑招进了
50多名队员， 招这么多人的目
的， 首先是因为球队没有合适
的热身对手， 索性就自己跟自
己踢。 中国队世预赛其实没有
什么前途了， 现在更多应该把
眼光放到下届亚洲杯和下届世
预赛上了， 老迈的中国队需要
新鲜血液补充。 在李霄鹏征召
的众多球员中， 当打之年球员
和年轻球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
例 。 通过集训 ， 这些 “中青
年” 球员可以体会国家队的气
氛， 尽快找到自己在国家队的
定位。

国家队这么多球员、 这么
多教练， 看上去 “人丁兴旺”，
但其实也只是 “虚胖 ”。 国家
队人多了， 并不代表可选择的
面儿宽了 。 当你把 50多人阵
容， 绞尽脑汁缩减到11人首发
时， 你会发现还是很难挑出一
套足以在亚洲 “拿得出手” 的
阵容， 还是感觉大部分位置都
“缺人”。 如果时光倒流， 国足
的教练组回到青年时代， 倒是
可以组成一支强队， 而现在的

中国队充其量只是亚洲二流球
队， 说国足牌面跟越南队差不
多， 并不是贬损和挖苦。

中国队三条线中， 防线和
锋线情况尚可。 中国队在前面
的比赛中丢球不算少， 但不能
完全赖到后卫线头上， 防守是
全队的事情。 中国队拥有像蒋
光太、 张琳芃这样能力在亚洲
还算可以的后卫。 锋线其实是
目前中国队最强大的一环， 特
别是在有归化球员加入的情形
下。 中国队的防线和锋线总让
人感觉有问题， 其实很大程度
在于中场没有把三条线很好衔
接起来 。 当一个人 “腰杆不
硬” 的时候， 其 “头脚” 肯定
会受到影响。 防守的时候软、没
有拦截能力， 进攻的时候只会
传 “和平球 ”，这就是前几场中
国队中场给人留下的印象。

有媒体报道， 在中国队拍
摄官方照片时， 郑智既拍了教
练照又拍了球员照。 郑智会不
会成为李霄鹏的 “秘密武器”？
从不久前结束的中超联赛看 ，
年过40的郑智依然保持了很高
的水平 ， 即便是现在的郑智 ，
也 “秒杀” 国内大部分中场球
员。 按照国家队用最好球员的
原则， “球员” 郑智是一定有
竞争力的 。 但是如果上了郑
智， 本就很老迈的中国队岂不
是更 “老” 了？

新华社电 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北斗 》 日前已由山东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为中宣
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国
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
该书展现了北斗系统从无到
有 、 由弱到强的艰辛建设历
程， 刻画了攻坚克难、 无私奉
献的英雄群像。

《中国北斗》 以北斗系统
建设时间为横线、 以各分系统
团队攻坚克难为纵线， 讲述了
中国北斗人始终秉承航天报
国、 科技强国的使命情怀， 探
索出一条从无到有 、 从有到
优、 从有源到无源、 从区域到
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从
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
有自主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

家。
18日由山东出版集团、 山

东文艺出版社在京举办的长篇
报告文学 《中国北斗》 作品研
讨会上， 专家表示， 这部作品
以宏大视角、 细腻笔触， 讲述
中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故
事， 展现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精
神和家国情怀， 诠释 “自主创
新、 开放融合、 万众一心、 追
求卓越” 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本书的采访与创作， 是
艰辛之旅 ， 也是感动之旅 。 ”
该书作者、 湖南省报告文学学
会副会长龚盛辉表示， 希望通
过真实讲述， 讴歌新时代北斗
精神， 鼓舞人们走好攀登科技
高峰 、 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
征。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比
赛将在相距较远的三大赛区举
行； 延庆、 张家口赛区地处山
地，道路复杂、气候多变；应疫
情防控需要， 人员出行不能打
破闭环……以上种种因素 ，均
对交通服务提出了很大挑战。

作为经历过北京奥运会的
“双奥交通人”， 北京冬奥组委
交通部副部长刘恕向新华社记
者表示， 经过积极谋划、 多方
整合力量 、 详尽建立应急预
案，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交通服务工作已大体准备就
绪， 有信心迎接大赛考验。

刘恕表示， 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交通保障工作不仅比
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加复杂， 甚
至在奥运会历史上都称得上是非
常困难的。

“它的主要特点， 一是在于
战线长， 三个赛区跨越两地 （北
京、 张家口）。 第二就是延庆和
张家口两个山地赛区， 路长、 路
窄、 坡度大， 而且恶劣天气随时
出现， 会给道路增加更多通行难
度。”

刘恕举了延庆赛区 “二号
路” 的例子。 据介绍， 这条道路
上光180度急转弯就有14个， 最
陡的坡度达到了14度， 在没有雪
的情况下尚需要丰富的驾驶经验
和谨慎操作才能安全通行。

为了积累经验， 也为了实地
评估这些险峻道路的潜在风险
点， 冬奥组委交通部从2020年就
开始组织赛事车辆到延庆和张家
口赛区进行实地踏勘和拉练演
习。

“我们的车辆都在这种有难
度的道路上试验过， 评估了在最
恶劣情况下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并且规划了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措
施来保证比赛正常进行。” 刘恕
说。

目前， 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
正在赛区属地城市政府的支持
下， 大力筹办和组织铲冰扫雪队
伍。

“山区赛时道路不能有雪或
结冰， 我们要使奥运交通在安全
方面得 ‘优’。”

如与冬奥专用车辆发生碰撞
事故 ， 请市民朋友不要去敲车
窗———这是近日一条广受热议的
新闻。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 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对国内外涉奥
人员实施闭环管理， 但连接各个
赛场、 冬奥村、 酒店的路线仍多
有公共道路， 这就要求执行交通
运输的车辆本身保持在闭环状
态。

对此， 冬奥交通从2008年北
京奥运会得到了一处重要借鉴：
点对点、 干净到干净。

“在北京奥运会时， 为了缓
解场馆端的人、 车安检压力， 我
们让所有人员在驻地实现了 ‘干
净’ （安检完毕）， 然后点对点
地运输到场馆去。 在疫情防控的

要求下 ， 这就是 ‘从泡泡到泡
泡’。” 刘恕介绍道。

对于应对突发状况， 冬奥组
委交通部除了发出过 “不敲车
窗” 的提示， 还做了许多别的预
案。

“比如说在长距离运输过程
中， 有客人突然提出要下车怎么
办？ 对于这个可能性， 我们要求
大客车的司机在未到达站点前不
能开门； 在小车上， 我们则张贴
出了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的提
示， 告诫客人不能在到达落客区
之前随便下车。”

刘恕表示 ， 在车内小空间
里， 司乘人员的安全防护也相当
重要。 “我们对车辆进行了有效
的物理隔离， 使司机和客户在运
输过程中始终保持在隔离状态。”

“此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
好赶上春运， 应当说城市道路的
运输会很繁忙。 ”刘恕表示，北京
冬奥组委交通部和赛区属地城市
政府交通部门下了很大功夫去研
究奥运期间的城市交通、 奥运交
通政策。 “奥运道路的使用，同样
也考虑了与城市交通的矛盾。 ”

刘恕介绍了目前已经出台并
广为宣传的奥运道路使用办法。
他表示， 设置奥运专用道也是借

鉴了北京奥运会的先例和经验。
“奥运专用道、 专用路以及优先
路的分布， 是我们根据场馆和所
有涉奥场所的布局， 并且结合城
市道路网现状， 科学合理地做出
的规划设计。”

他还表示， 近期会有相关政
策出台， 保障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期间的城市交通。

在采访中， 刘恕亦向广大市
民的理解和支持表达感谢。

迎战路远山高

扎牢闭环管理

统筹“两个交通”

打造精干团队

世预赛郑智上不上？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出版
讴歌新时代北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