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万名跑者相聚太湖图影马拉松赛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通讯员

陈梦娇） 中国·湖州长兴2022龙
之梦·太湖图影马拉松赛于近日
在浙江省长兴县太湖龙之梦乐园
鸣枪开跑，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万
名跑者参与其中。

2022太湖图影马拉松以 “心
悦图影竞跑太湖” 为主题， 共有
9186人报名参赛，项目包括马拉
松 42.195公里 、 半程马拉松赛
21.0975公里、 健康跑3公里。 其
中， 参与马拉松1230人， 半程马
拉松3391人。 经过激烈的角逐，
中国知名马拉松选手李子成以2
小时18分37秒的成绩获得男子全
程马拉松冠军， 并打破自己在上
届太湖图影马拉松创造的赛会纪
录； 姚玉舟以2小时47分34秒的
成绩获得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据了解， 太湖图影马拉松赛
是环太湖周边唯一以太湖命名，
且已具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马拉松
赛事。 赛事路线巧妙地将龙之梦
乐园、 滨湖景观大道、 百叶龙大
桥、 中央大道等长兴代表性的地

标串联。 选手们从太湖古镇水秀
区出发， 一路可以领略到梦幻乐
园、 太湖风光与城市风貌等不同
的景观。

据介绍 ， 自 2015年创立以
来， 太湖图影马拉松始终坚持绿
色、 优质、 文明的办赛理念， 将
马拉松精神与 “大气开放、 实干

争先” 的长兴精神深度融合， 现
已成为太湖西岸的年度盛会。 太
湖图影马拉松将以打造 “最好的
休闲度假马拉松赛事” 为目标，
将长兴县的体育资源与文化旅游
资源充分相结合， 让太湖图影马
拉松成为一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城市名片。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文物局公示 《北京中轴线
保护管理规划 （ 2022年—2035
年）》， 公示期至12月24日。 规划
提到， 中轴线遗产保护区域合理
划定为遗产区及缓冲区 ， 共计
51.3平方公里。

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
北起钟鼓楼， 向南经过万宁桥、
景山、 故宫、 端门、 天安门、 外
金水桥、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
正阳门、 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
南至永定门； 太庙和社稷坛、 天
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
侧。 依据规划， 这15处建筑及遗
存是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

针对各遗产构成要素类型多

样 、 形态各异 、 空间多点的特
点 ， 规 划 合 理 划 定 了 中 轴 线
遗产保护区域。 总面积约5.9平
方公里的遗产区， 包含承载遗产
价值的15处构成要素， 以及构成
要 素 之 间 必 要 的 连 接 区 域 ，
即 地 安门内大街 、 地安门外大
街、 前门大街、 天桥南大街， 主
要依据历史城墙或围墙边界、 道
路中心线、 河道外侧堤脚线等界
划。

缓冲区覆盖面更广， 约45.4
平方公里的空间包含位于遗产区
周边且与中轴线形成和发展联系
紧密的区域。 这一区域主要依据
道路中心线、 河道外侧堤脚线等
界划， 北至北护城河， 南至南三

环， 西侧边界由西城区的新街口
北大街延伸至丰台区的开阳路，
东侧边界串连雍和宫大街、 东四
北大街、 东四南大街、 东单北大
街、 建国门内大街、 东二环及南
护城河 （东段） 等。

规划明确， 将针对古代皇家
宫苑建筑、 古代礼仪祭祀建筑、
古代城市管理设施、 居中道路遗
存， 与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
的 不 同 特 征 ， 分 类 制 定 遗 产
构 成 要素的保护管理措施 。 遗
产环境也要同步保护， 本市将重
点对与中轴线相关的景观视廊、
城市天际线、 历史城廓、 历史街
巷、 城市标志物等制定保护管理
措施。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纪念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 》 50周年主会场活
动 ” 在 颐 和 园 拉 开 帷 幕 。 活
动 上 宣布了 “2022年度亚太地
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评奖结果，
评奖结果包括来自6个国家的13
个项目。

据了解， 其中， 来自中国的
福建南天寺保护项目、 上海贵州
西里弄项目、 澳门M30电力供应
和废物收集一体化基建性项目、
南京小西湖街区项目等4个项目
获得 “2022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
产保护奖”。

本次活动以 “下一个50年：

挑战与发展共存的世界遗产” 为
主题， 活动由北京市文物局、 北
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 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活动
中， 还首次发布 《世界遗产在北
京》 手册， 首次发出成立 “北京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联盟” 的
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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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世界杯今日看点：

明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B组
末轮伊朗队对美国队这场比赛是
一场高关注度的交锋。 对于两支
球队而言， 这场比赛也是决定性
的， 赢家肯定会进入十六强， 负
者则会被淘汰 。 形势 “简单明
了”， 但又非常残酷。

B组现在形势最好的球队是
英格兰队， 三狮军团手握4分和4
个净胜球， 只要不大比分输给威
尔士队， 就可以晋级。 索斯盖特
上任后， 在大赛中特别善于在小

组赛控制局面选择下一阶段的对
手 。 上届世界杯最后一轮小组
赛， 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上演了
一场 “孔融让梨” 似的比赛， 最
后英格兰队 “成功” 输给了比利
时队， 进入了相对较弱的半区，
避开了巴西队和法国队。 去年欧
洲杯英格兰队故技重施， 当然没
有成功获得小组第二， 但他们在
同苏格兰队 、 捷克队比赛时的
“消极” 表现， 还是做的有点儿
太明显。 英格兰队这次的形势更

加轻松， 有较大的 “操作空间”
去选择对手。

B组目前的焦点还是伊朗队
对美国队这场球， 这场球将决定
本组另外一个出线名额。 如果伊
朗队和美国队踢平， 伊朗队最后
是4分、 美国队3分， 英格兰队若
输给威尔士队， 则英格兰、 威尔
士、 伊朗队三家同积4分比净胜
球， 首战连吞六弹的伊朗队局势
最为不利； 如果伊朗队和美国队
分出胜负， 胜者肯定直接出线，

英格兰队若输给威尔士队， 则英
格兰队和威尔士队两家同积4分
比净胜球。 从实力上分析， 伊朗
队和美国队难分伯仲。 伊朗队在
首战失常后， 第二场迅速找回感
觉， 虽然是在伤停补时阶段连进
威尔士队两球， 但他们在此前已
经两次击中威尔士队门柱了， 完

胜并不意外。 美国队在第二场对
英格兰队的比赛中， 打出了很高
的水平， 如果不是运气欠佳， 美
国队就拿走3分了。 两支球队都
是激情四溢型的， 相信双方的对
决会为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
赛。

A组的形势比B组要明朗一
些， 本组国际排名最高的荷兰队
处境最佳 ， 橙衣军团4分在握 ，
最后一场面对本组最弱的卡塔尔
队， 荷兰队取胜应该没有太大问
题。 同积4分的厄瓜多尔队形势
也很不错， 最后一场面对非洲冠
军塞内加尔队， 他们掌握着主动
权， 打平就可以出线， 塞内加尔
队则需要全力争胜。

毫无疑问， 西班牙队对阵
德国队的比赛是一场对得起北
京时间凌晨3点档熬夜去看的
比赛， 本场小组赛不负众望给
人一种淘汰赛提前上演的错
觉。 对于西班牙队来说， 这是
一场普通的小组赛， 但对于德
国队来说这场必须拿分， 否则
将直接打道回府。 经过一场恶
战， 最后两队战成1∶1的平局。
此役过后， 西班牙队继续占据
小组赛出线的主动权， 德国队
最后一轮则需要去死磕哥斯达
黎加队。 在此前进行的一场比
赛中， 哥斯达黎加队意外地以
1∶0击退日本队 ， 使得这个小
组的出线形势变得错综复杂。

可能多少也是吸取了上一
场日本队爆冷击败德国队的经
验 ， 这场比赛恩里克没有多
想， 打得非常直接： 就是用前
场的几名速度型球员去冲击德
国队后防线的身后。 而这也是
建立在西班牙队中场有着高质
量传球能力的基础上。 整场比
赛下来， 对于德国队威胁最大
的点就是奥尔莫。 这名莱比锡
边锋抓住了德国队本届大赛的
软肋之一———右后卫 。 上一
场 ， 弗里克 “整活 ” 派上聚
勒， 没想到被日本队的锋线球
员完爆。 而这场比赛， 他老老
实实换回科雷尔来踢这个位
置， 防守效果有所改善， 但科
雷尔与聚勒的结合部成了奥尔
莫的重点打击对象。 果然， 下
半场的进球也源于西班牙队的
左路传中。 在奥尔莫的连环冲
击下， 德国队的右路防守已经
很难坚持， 这个时候老将阿尔
巴的边路传中很好地抓住了德
国队后场的漏人， 帮助自带大
赛属性的莫拉塔建功， 西班牙
队取得领先。

西班牙队现在的厉害之处
在于他们的传控本领没有丢
掉， 依然具备很强的掌握比赛
主动权的能力。 在这场比赛中
也能够看到， “东施效颦” 西

班牙传控足球多年的德国队，
在 “师傅” 面前没有任何场面
上的优势。 而西班牙在2014年
世界杯之后的进化， 在于他们
不拘泥传控足球， 进攻套路兼
顾传控、 速度和冲击， 使得斗
牛士军团可以在比赛中形成立
体化作战 。 这支球队不可小
觑， 即便和过去比起来， 球队
略显星味不足。 德国队这边则
问题多多， 能够获得救命的1
分， 靠的是之前一直被弗里克
忽视的高中锋菲尔克鲁格。 单
纯就本赛季的表现来说， 这名
不莱梅神锋在门前的嗅觉和机
会把握能力， 以及他所体现出
的战术价值， 是目前德国足球
十分稀缺的。 不过讽刺的是 ，
如果不是德国足坛的舆论压力
太大 ， 加上维尔纳的临阵受
伤， 菲尔克鲁格断不可能进入
德国队的参赛名单。

德国队的右边路几乎被打
爆， 但更重要的是德国队现在
不仅后防线难以为继， 中场的
防守硬度也不足。 本场比赛京
多安出任前腰， 让格雷茨卡和
基米希去踢双后腰。 京多安在
进攻端表现不俗， 但是他对于
回防的积极性有限， 这使得德
国队在中场的人数一直不占优
势。 再加上格雷茨卡和基米希
本身也不是擅长拼抢的选手，
这就让德国队的中后卫与边后
卫身前都没有保护性屏障。 这
归根结底也是德国足球近些年
的结构性问题———培养了太多
“小快灵” 的攻击手和中场技
术好手， 反而缺了德国足球传
统的硬度和强度。 德国队能够
扳平比分， 着实运气不错。

日本队的输球让这个小组
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对于德
国队来说， 现在他们所面临的
窘境和4年前很类似———在第2
场“苟”住之后，第3轮要面对所
谓的“小组最弱对手”。用4年光
景复制类似的戏码， 这足以说
明，德国足球仍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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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锋拯救德国队
□纪盈达

中国4项目获2022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