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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丝带”迎来中国制冰“新生代”

环湖赛为何不再跨省骑行
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4月5日，北京首钢队球员加尼尤（右一）封盖广东东莞大
益队球员张昊（右二）的上篮。当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CBA
第四阶段第53轮比赛中，广东东莞大益队以90∶83战胜北京
首钢队。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4月3日，皇家社会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当日，在塞维利亚进行的2019-2020赛季国王杯决赛中，

皇家社会队以 1∶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队，夺得冠军。受新冠
疫情影响，2019-2020赛季国王杯决赛调整到2021年4月3日
举行。 新华社发（帕布罗·莫拉诺摄）

▲4月4日，观众在场馆内观赛。
当日，五棵松体育中心“相约北京”冰上

项目测试活动，第一次迎来大批观众，超过
千名观众从五棵松西侧8号入口进场观赛。

压力测试是冰上项目测试活动的一部
分。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邀请来
一千名观众，模仿北京冬奥会赛期大量观众
入场的场景，帮助场馆进行“压力”测试。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4月4日，运动员在2022北京冬奥
会冰球项目测试活动中。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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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经常就筹备进展向外界“通气”的
东京奥运会，今夏的另一项重磅赛事——欧
洲足球锦标赛，在这方面就低调许多。虽然

“2020欧锦赛”的赛事名称保持不变，但在距
离开幕只有约 70天的情况下，欧锦赛的变数
仍有不少。

为了纪念欧锦赛创办 60周年，计划于 11
个国家、12座城市举办的 2020欧锦赛原本是
一场“欧洲盛宴”，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
大背景下，这届“全欧欧锦赛”更像是欧足联
给自己挖的一个“坑”。

目前多个国际赛事采取了集中赛会制或
“安全气泡”形式办赛，可欧锦赛仍希望保持
原有的赛制安排。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就曾
说：“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在原定的12个城市举
办，如果有少数举办地无法达到要求，那么举
办国会缩减至10个左右。”

眼下欧洲的疫情仍未扭转，从罗马到伦
敦，从圣彼得堡到哥本哈根，免不了的长途跋
涉意味着感染的概率大大增加。日前结束的世界杯欧洲区
预选赛，就有包括意大利中卫博努奇在内的多人“中招”。

即便欧锦赛按计划揭幕，各国的防疫政策也令比赛充满
不确定性。比如此前世界羽联就发布声明确认，由于抵达伦
敦的航班上有人确诊新冠肺炎，前来参加全英公开赛的印度
尼西亚队多人被要求隔离，为此印尼全队退出比赛。可在欧
锦赛上一旦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外界能接受法国队或葡萄牙
队以这样的方式“出局”吗？

一场比赛，如果没有球迷进场，那是多么无趣？一届欧
锦赛，如果没有球迷呐喊，那还能被称为“盛宴”吗？好在塞
弗林的表态令球迷吃了定心丸。这位掌门人表示，各个主办
国必须确保一定数量的球迷进场。在近日格鲁吉亚队与西
班牙队的比赛中，据统计有16000名观众到场，这无疑让渴望
在今夏近距离体验欧锦赛的球迷看到了希望。

虽然上述表态都没有官方确认，但据报道，在四月中旬，
一切都会盖棺定论。

可以确定的是，在欧锦赛中，参赛队每场比赛将拥有五
个换人名额，这让各个主帅有了更多的调整空间。此外还有
报道称，有人建议将参赛队原有的23人名单扩充至25人，如
能实行，这对于像意大利队、法国队这样兵多将广的球队来
说，可谓一大福音。 （据新华社香港电）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记者张骁、
黄昕欣、夏子麟）“相约北京”冰上测试活
动速度滑冰比赛 7日起将在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鸣枪起跑。当场馆运行团队力
求以最佳状态呈现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
冰上竞赛场馆的体育首秀时，中国制冰

“新生代”，也渴望在实战检验中留下闪
亮的身姿。

一次特殊的校外实践
3 月 25 日，一批 20 岁出头的阳光小

伙走进“冰丝带”，“拜师”由国际制冰专
家马克·麦瑟领衔的场馆制冰团队。为
期3周的实习中，他们将参与场馆新一轮
制冰工作和赛时冰务保障。这些年轻
人，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双冰场馆
制冰人才订单班”的大二学生。

场馆硬件基础设施运行是这次测试
活动检验的重点，“冰丝带”赛道采用世
界最先进、环保制冰技术制作，这需要很
高的制冰水准。

在观摩、协助国际制冰专家工作的
过程中，这些同学很快感受到压力和挑
战。“场地冻冰前，要用洗地机将冰板层
的杂物、尘土清除，将围绕冰场的板墙缝
隙逐一封严。制冰机组启动后，冰板层
逐渐降温。再打开除湿机、空调机，将室
内温度、湿度调整至最佳状态。然后，就
是围绕赛道数百次的喷水浇冰，再加上
喷漆画线，整个制冰计划将持续近 14

天。使用期间，还要不停维护冰况。”学
生鲁元哲感叹，“给‘冰丝带’制冰就像玩
一场特殊的解码游戏。冻冰、修冰、化冰
的过程，就像一次次通关升级。”

制冰过程严谨而枯燥，需要耐住寂
寞，用“匠心”制作。学生张强对一个细
节印象深刻。一位外方制冰师要临时上
冰作业，但担心弄脏冰面，就站在场地
边，直接用自己的裤子把鞋底擦干净。

“我们惊讶之余深受触动。在制冰师心
里，制冰就像制作一件心爱的艺术品。”
张强说。

一拍即合的“校企合作”
持续 10 天的冰上项目测试活动，对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至关重
要。眼下，各场馆运行团队严阵以待，都
希望在“模考”中拿到高分、查改不足。

“临考”在即的“冰丝带”，为何此时邀请
一批“学生军”进馆实习？

这要从一次“校企合作”说起。北京
国资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国家速滑馆公
司董事长、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武
晓南告诉记者，两年前，国家速滑馆、国
家游泳中心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联
手开设了“双冰场馆制冰人才订单班”，
学生进入冬奥场馆实习被写入培养计
划。

“保障冬奥会要组建过硬的冰务团
队，赛后运营更离不开人才支撑。但当

时，国内专业制冰人才很少，在北京更加
稀缺。利用建设顶级场馆的机遇带动职
业人才培养，不仅符合国家职业教育发
展方向，也能为国家留下宝贵的冬奥人
才‘遗产’。企业和学校一拍即合。”武晓
南说。

“‘双冰场馆制冰人才订单班’因冬
奥而生，它在高职专业目录里名为供热
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但根据冬奥
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适当修订。”北京电
子科技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陈
小荣说，进馆实习前，学生们学习了通
风、空调、制冰技术等基础知识，到馆内
工作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让她欣慰的是，这些学生懂得珍惜
机会。2019 年底，国家游泳中心首次启
动“水冰转换”和制冰工作，这些学生就
在国际制冰专家汉斯的带领下学习制作
过冰壶赛道。当时，很多学生周末坐着
公交，放弃休息到场馆学习。“我看到他
们对冬奥的向往，和制冰师必备的团队
精神和吃苦意识。这次冰上测试活动还
有 10名学生继续在国家游泳中心实习。
每次锻炼，都是向梦想更进一步。”

承载希望的中国制冰“新生代”
3月底，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党委

书记张启鸿来到“冰丝带”看望学生，当
马克得知，张启鸿和武晓南都曾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筹备保障时，这位参

与过 5届冬奥会制冰工作的“冬奥老兵”
为中国“双奥人”的远见和情怀点赞。

武晓南说，邀请马克带领学生工作
前，他曾征求过对方的意见。“马克非常
肯定地告诉我，他愿意在‘冰丝带’带出
一批‘小马克’来，这让我非常感动。”

马克告诉记者，正是在加拿大卡尔
加里一所理工学校求学的经历，让他接
触到制冰，为服务冬奥打下基础。他希
望更多人对制冰感兴趣，能到场馆实地
工作。更让他感受很深的是，在疫情全
球大流行背景下，奥运会正把世界团结
到一起。“有时奥林匹克的意义会动摇，
但要找回初心。人们需要团结起来，战
胜困难。”

马克说，相较今年初场馆首次制冰，
“冰丝带”二次制冰效率提升明显，冰面
杂质更少，赛道通透、纯净。这得益于经
验积累，也有中国实习生的积极作用。

“成为好的制冰师必须勤奋工作，因
为时间很紧。要懂得物理和化学知识，
既要有好奇心，也要有应变能力。”马克
说，制冰工作很有挑战，但从事这一职业
的人越来越少。他相信随着中国冬季运
动发展，本土制冰人才大有可为。

“冰上测试活动给我们创造了难得的
学习机会，我想说未来可期。相信在不远
的将来，我们也能独当一面，成为有责任
担当的制冰师，做出近乎完美的冰，让世
界看到中国制冰师的风采。”张强说。

近日，青海省体育局对外发布了第二
十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举办时间
和具体线路。

本届环湖赛拟定于 2021年 7月 4日至
11日在青海举办，赛事全程共8个赛段，途
经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
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总距离约1377公里。

2002年，青海长期以竞技体育为中心
的发展之路陷入困境，青海省创新思路，另
辟蹊径，首届环湖赛由此诞生。从 2.5级、
2.3 级到 2.HC 级，赛事级别不断升高。

2011年，第十届环湖赛首次骑下青藏高原
进入甘肃省；2012年，环湖赛延伸到青海、
甘肃、宁夏三个省区。

2019年，环湖赛升级为国际自行车联
盟职业系列赛。按照新赛制改革要求，升
级后的环湖赛赛段由13个赛段缩减为8个
赛段，参赛的世界级车队不少于 10支，高
水平队伍占比进一步提升，赛事实现全程
直播。

鉴于赛段减少，经各方同意，决定2020
年第十九届环湖赛在青海省内举办，不再
跨省。尽管当年的环湖赛因疫情取消，今

年的第二十届环湖赛将重返高原赛道。
值得肯定的是，通过9年跨省骑行，透

过赛事之窗，环湖赛向外界展示了青、甘、
宁三省区的独特魅力，有力推动了三省区体
育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成为三省区协同发
展的典范。每年7月，青、甘、宁三省区的公
路上挥洒着世界各地车手们的汗水，他们用
坚持与拼搏展现着竞技体育的魅力，他们也
是环湖赛竞技之路上最美的风景。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环湖赛在青海举
办更有利于发挥赛事高海拔和挑战性强的
特点。记者通过多年环湖赛报道注意到，

每年环湖赛在青海祁连县等“皇后赛段”高
海拔长距离比拼增加了赛事本身难度，也
让比赛结果更具不确定性。而结束青海境
内骑行后，赛事结果大局已定，甘肃和宁夏
的平原骑行让比赛少了些挑战和悬念。

在疫情特殊时期，结束跨省骑行也符
合各地疫情防控需要。

但无论怎样，跨省骑行只是赛事空间
意义的概念，这项诞生于高原的体育赛事
在带动全民健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助
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带给各地永久
的普惠福利。 （据新华社西宁电）

4月3日，利物浦队球员萨拉赫（中）与阿森纳队球员蒂尔
尼（左）拼抢。当日，在英超联赛第30轮比赛中，利物浦队客
场以3∶0战胜阿森纳队。 新华社发（洛克莱夫摄）

4月3日，巴黎圣日耳曼队球员内马尔（前右）痛苦跌倒。
当日，在法甲联赛第 31轮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

以0∶1不敌里尔队。 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