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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区承办的短道速滑世界杯等6项赛事

延庆赛区承办的雪橇世界杯等5项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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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12月 2日电 当
地时间12月2日，第76届联合国大
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
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
会员国共提该决议。

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
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

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日至北京
冬残奥会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
休战；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愿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
会”，旨在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
想，让冬季运动融入亿万民众，推动
社会发展，创建和谐、和平和更美好

世界。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考验，传统
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的今
天，决议特别提出要认识到体育在
全球应对疫情冲击能力建设方面的
作用，强调北京冬奥会将是展现人
类团结、韧性和国际合作宝贵价值

的契机。
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并得到

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共提，体现了
联合国会员国对北京冬奥会和国际
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也体现了国际
社会同舟共济、战胜疫情、实现和平、
一起向未来的坚定决心。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
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
而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
第48届联大首次审议并通过奥林匹
克休战决议。此后历届奥运会、冬奥
会主办国都向联大提交奥林匹克休
战决议。

造雪并非单纯
地消耗了水，所造之

雪会再次回到自然界水
循环中，如果对相应
小流域善加规划设
计，融雪将大部
分回流水库之

中。纵观全球雪场，多数会充分考虑
水资源循环利用问题，毕竟没有经营
者愿意增加成本支出。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造雪使用的
水源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山下的天然
湖泊，二是山上水源循环系统。该系
统包含两个水池，分别收集降雨和化

雪融水，实现高效率循环利用。经过
长期的锤炼，高山造雪团队已经达到
最优工作状态，所采用的造雪方案也
经过科学研究和适当调整，实现了用
水的集约高效。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在雪季之后的融水以及日常接收到
的雨水，都将通过赛区内的天然沟

道汇流收集至位于海拔900米的塘
坝内，用于赛区绿化和下一雪季的
造雪。同时该塘坝还可作为景观水
库，是赛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典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
卢星吉 张骁）

为何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越来越依靠人工造雪?

北京冬奥会雪上项
目首次国际测试赛——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
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
杯期间，云顶滑雪公园的
造雪和场地修整能力广
受国内外运动员好评。
包括冬奥会在内的滑雪
竞技比赛越来越依靠人
工造雪，与滑雪竞技比赛
所要求的场地技术规程、
公平性规则息息相关。

据可查询的记录，1980年普莱
西德湖冬奥会是首届采用人工造
雪措施的冬奥会，近年来，在温哥
华、索契以及平昌等地举行的冬奥
会均大量采用了人造雪。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中，人造雪用量达到
了总使用雪量的 90%。另据云顶
滑雪公园场馆运行团队后勤部副

主任束文介绍，在此次障碍追逐世
界杯期间，云顶场馆按照人工造雪
占六成、自然降雪占四成的比例进
行造雪。

片面地将人造雪视为“假雪”并
不可取，对此，曾在国际雪联担任过
21年自由式滑雪竞赛主任的乔·菲
茨杰拉德向记者表示，水分子在自然

界中以固态、液态和气态形式存在，
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不断变化，所谓
造雪，只是将液态的水在低气温条件
下转变为固态形式，“雪场用水造雪
好比农夫用水浇灌作物，全世界的雪
场都是如此，除了零星一些自然降雪
十分丰富的地方。”

菲茨杰拉德还指出，近几届冬奥

会前均有媒体炒作“假雪”概念，但这
种报道是不负责任的。“撰写这些报
道的人并没有真正咨询专家，他们也
并不知道滑雪产业和冬奥会究竟是
如何运行的。”

“用假新闻的方式报道‘假雪’，
简直是一个笑话。”这名国际滑雪界
的资深专家表示。

国际雪联文件《2022年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场地设计要求》指
出，滑雪障碍追逐赛道需保证约71500
立方米雪量，当这一数字加上融化系数
后，将达到107200立方米。即使是面积

较小的大跳台赛道，也
需维持至少11000立
方米雪量。

上述数字意味着在面积有限的
自由式滑雪比赛场地，很难全然通过
天然降雪积累如此之高的雪量。同
时，由于这些赛道通常建造在地形复
杂的山间，因此很难从他处搬运天然
雪，运输成本亦不划算。

对于高山滑雪赛道而言，天然降
雪也很难为场地供应充足的雪量。延

庆赛区建设单位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
司场馆运营分公司总经理吕泓佑曾向
记者介绍：“即使天然降雪达到3米厚，
经过压雪后也只能形成30厘米至40
厘米的雪层，无法达到冬奥会高山滑雪
竞赛所需使用的‘冰状雪’要求。按照
国际惯例，近年来冬奥会高山滑雪场地
均使用人工方式造雪。”

一般滑雪者偏爱在新
降下的“粉雪”上滑行。然
而，与这一认知相反的是，一

旦高山滑雪赛道整备完
成，新的降雪反倒会

成 为 比 赛 的“ 敌
人”。美国滑雪
协会《赛道专家

培训手册》中的规程包括及时移除新
降雪：“如果晚上会下雪，那请把赛道
整备工作推迟到第二天早上。”

自然产生的新降雪、融化后重新
凝结的雪、长期堆积的雪等各类雪况
拥有不同的物理特性，甚至雪温差异
也会影响其性状。为了满足体育竞
技赛事的公平性，性状稳定对雪道而

言十分重要。
美国滑雪协会《赛道专家培训

手册》形容道：包括造雪在内的所有
工作几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
确保运动员无论出发顺序，都能享
受稳定公平的赛道条件。

菲茨杰拉德指出，相比起物理特
性更为多变的天然雪，人造雪在被压

雪、平整、注水（目的是为了形成坚硬
的冰状雪）后，更容易被整备成状态
一致的雪道。

瑞士联邦雪与雪崩研究机构撰
写的《高山滑雪竞技雪道造雪和维护
指南》亦明确指出：由于人造雪具有
较高的机械强度，因此最适宜用于建
造雪道基层。

美国会通过短期拨款法案
避免政府关门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日电（记者高攀 许
缘）美国国会参议院2日晚投票通过一项短期政
府拨款法案，以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
转到明年2月18日。

参议院当晚以69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了这一法案。当天早些时候，该法案已获得众议院
批准，随后该法案将递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美国联邦政府上一财年已于9月30日结束，
由于民主、共和两党暂时无法就始于10月1日的
新财年联邦预算案达成一致，美国国会只能通过
短期政府拨款法案来暂时维持联邦政府运转。
美国国会曾于9月底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确
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继续运转到12月3日。

筹办进展顺利

北京冬奥系列测试赛进程已过大半

在举办测试赛的同
时，冬奥赛前各项筹办工
作持续深化。所有竞赛
场馆已全部完工并具备
办赛条件，冰上项目场馆
完成制冰，雪上项目场馆
赛道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赛事组织高度国际化

场地设施彰显科技化

场馆运行全面实战化

服务保障体现人性化

疫情防控实现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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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测试赛主要特点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
中国和国际奥委会共同提出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人造雪绝非“假雪”

造雪为满足冬奥赛道雪量要求

造雪让竞技更公平

造雪并非“消耗”水资源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筹办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
办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进程已过大半，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进行了系列化、全要素的运行测试。

10月初开始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的

10项国际赛事

3次国际训练周

2项国内测试活动

正在有序展开

张家口赛区还将在12月举办北欧两项洲际杯、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制图/孙发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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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运动员在张家
口云顶滑雪公园训练。

新华社发

12月3日，韩国海警在丽水附近海域展开搜
救工作。

中国驻光州总领馆3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一艘中国渔船当天在韩国全罗南道丽水附近海
域触礁，经过搜救，目前船上全部22名中国船员
均已获救。 新华社发

一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触礁
22名船员全部获救

中国足协接受李铁辞职
李霄鹏接任国足主帅

新华社上海12月3日电 （记者肖世尧 朱
翃）中国足协3日宣布，同意中国男足主教练李铁
辞职，其职务将由武汉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李霄鹏
接任。

“日前，李铁向中国足协提出辞去中国国家
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的请求。经中国足协研
究决定，同意其辞职申请。经广泛征求意见，中
国足协研究决定，聘任李霄鹏担任中国国家男子
足球队主教练职务。”中国足协在声明中表示。

李铁于2020年1月正式上任，他先是带领中
国男足从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中晋级
12强赛。但在12强赛中，中国队在前六轮比赛1
胜2平3负积5分排名小组第五，世界杯出线希望
渺茫，李铁也因为赛后发布会和个人社交媒体言
论陷入争议。

现年46岁的李霄鹏在球员时期曾代表中国
男足进军2002年世界杯，退役后他曾先后担任
中国女足、青岛、山东等球队主教练，并在2019
年获得中超联赛最佳主教练奖。李霄鹏于2020
年12月接手武汉队，带队在今年中超联赛1胜8
平5负积11分进入保级组。

目前，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还剩下
四轮比赛。下一轮比赛，中国队将于2022年1月
27日客场挑战日本队。

12月2日，宇航员进行太空行走，更换国际
空间站一根出现故障的天线（视频截图）。

新华社/路透

太空行走 更换天线

12月3日，戴口罩的行人走在新西兰首都惠
灵顿市中心（手机拍摄）。

新西兰从12月2日午夜起进入被称为“交通
灯”的全新防疫系统。所谓“交通灯”防疫系统，是
按疫情形势将不同区域划分为红色、橙色和绿色
三个防疫级别。在绿色区域，公共设施、商店、学
校等正常开放，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生活如常；
黄色区域对公共设施、商店的上座率和社交距离
有规定，教育机构需要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完全接
种疫苗的民众生活大致如常，但在公共交通、公共
场馆、商店等场所必须戴口罩；红色区域实行较严
格封锁措施，建议员工居家办公，学校在采取公共
卫生措施情况下允许开放。 新华社发

新西兰启动“交通灯”防疫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