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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称

近期将向东欧部署
少量美军以应对乌克兰局势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8日电（记者邓仙来）
美国总统拜登28日说，他近期将派遣少量美军至
东欧地区及北约成员国境内，以应对俄罗斯与乌
克兰边境地区紧张局势。

拜登当天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返回白宫
途中被媒体记者问及乌克兰局势时作出上述表
述。但他未给出美军部署的确切时间表。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防
部记者会上说，俄乌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并非不可
避免，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当前危机的可能性仍存
在。美方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协助，帮助乌
巩固国防。奥斯汀说，一旦北约决定调动其快速
反应部队，目前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约8500
名美军将迅速部署到位。

近期，乌俄关系加速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
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

西共体决定暂停
布基纳法索的成员国资格

新华社阿克拉1月28日电 （记者许正 田
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成员国领导人
28日就布基纳法索局势召开线上特别会议，决定
暂停布基纳法索的成员国资格。

西共体在会后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说，该组织
强烈谴责布基纳法索日前发生的军事政变，对通
过非宪法手段夺权的行为持“零容忍”态度。西共
体要求立即释放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和其他被
扣押人员，立即恢复宪法秩序，并决定暂停布基纳
法索的成员国资格。

公报说，西共体将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布基纳
法索，分别评估该国政治和安全局势。西共体成员
国领导人将于2月3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特别
会议，再次评估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和马里局势。

布基纳法索政变军人24日在国家电视台发
表讲话说，军方已夺取政权，并解除总统卡博雷的
职务。政变军人还宣布解散政府和国民议会，关
闭该国陆空边界，在全国实施宵禁，并表示将在

“合理期限内”提出恢复国家宪法秩序的时间表。

1月2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城中城水族馆的
潜水员进行水中舞狮和“财神”拜年表演。

当日，吉隆坡城中城水族馆举行了水中舞狮
和“财神”拜年媒体预演，为春节期间的表演活动
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马来西亚：水下舞狮

英国政府全面
放开新冠防控惹争议

据新华社伦敦1月28日电（记者郭爽）英国
政府为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启动的
《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划》B计划已全部结束。
从27日起，英格兰民众无需戴口罩，无需在公共
场所和活动中出示疫苗通行证。苏格兰、威尔士
和北爱尔兰的疫情防控措施也有所放宽。

对英国政府取消B计划的决定，不少科研人
员发出质疑。英国医师协会公共卫生医学委员会
前主席、传染病学专家彼得·英格利希博士指出，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数仍然很高，新冠病毒并
未消失，并仍将继续变异。

英国沃里克大学病毒学教授劳伦斯·扬说：
“面对极高的感染水平，取消B计划是一种风险，
谈论结束大流行还为时过早。”

美国匹兹堡市一桥梁坍塌
造成10人受伤

这是1月28日拍摄的美国匹兹堡一处桥梁
坍塌现场。

当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座桥梁
清晨坍塌，造成10人受伤。匹兹堡市官员在记者
会上说，事发时桥上有4辆汽车，10人受轻伤，但
无生命危险。现场照片显示，被雪覆盖的桥面断
成数截，一辆轿车底朝天翻车，一辆红色巴士被困
在一截断桥上。目前尚不清楚桥梁坍塌原因。

新华社/美联

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滑冰
场被称为高原滑冰场。目前，速
滑的很多世界纪录都是在美国
的盐湖城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两座高原室内冰场产生的。在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竟然
有9项速度滑冰世界纪录被打
破，无论是在冬奥会历史上还是
速滑运动发展史上都非常罕见。

为什么高原冰场更容易产生

新的世界纪录呢？专家表示，这是
因为速度滑冰客观干扰因素少，阻
力成了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主要
敌人，由于高原冰场空气相对稀
薄，空气阻力更小，浇冰的水质纯
净，冰面的质量滑感也更好。

北京冬奥会速滑比赛将在北
京赛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
将产生男、女项目共14枚金牌。
虽然位于平原，但为了能让“冰丝

带”见证新的奇迹，工作人员致力
于打造平原上“最快的冰”。在科
技攻关支持下，“冰丝带”采用了
先进而环保的二氧化碳制冰技
术，制造一块温度传导极其均匀、
平整且光滑的冰，同时配备场馆
的空调除湿系统、体育照明系统
等，为全球运动员充分展现速滑
的力量与优雅提供了绝佳舞台。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速度滑冰，顾名思义，指的
是在规定距离内以竞速为目的
开展的滑冰比赛。据东北师范
大学体育学院教师、速度滑冰
教练卢卓介绍，18世纪末到19
世纪初，以竞速为内容的滑冰
赛由荷兰发起后，陆续推动世
界各地举办速滑比赛，1924年
首届冬奥会上，速滑便被列为
正式比赛项目。

那么，在一场仅有运动员、
冰刀和冰面的竞速比赛中，速
滑选手的速度究竟能有多快？
这里不妨比较一下，牙买加“飞
人”博尔特创造的男子百米
9.58秒的世界纪录大约可换算
成37公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而
中国选手高亭宇在平昌冬奥会
速滑男子500米决赛夺铜的成
绩为34秒65，换算下来平均速

度接近52公里/小时。俄罗斯
名将维尔·库里日尼科夫更是
在一场速滑比赛中平均速度达
到60公里/小时。因此，速度滑
冰也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为

“是在不借助外力情况下，世界
上最快的运动”。

为提升滑冰速度，速滑运动
的装备在不断发展。卢卓表示，
如今速滑运动员普遍采用克莱

普冰刀鞋，这种冰刀的后跟不与
冰鞋直接连接，而是在冰鞋前部
安装转动装置，运动员蹬冰时，
冰鞋可绕着转动装置上下转动，
并使刀跟脱离冰鞋，此种方法可
延长蹬冰距离，优化动作结构，
提高滑行速度。同时，运动员身
穿的紧身服将帽子、上衣、裤子
连成一体并通过严格的风洞测
试来降低阻力。

为何又叫“大道速滑”？

速滑选手快
得过“百米飞人”
吗？速滑为何又
俗称“大道”？速
滑的世界纪录多
在 高 原 产
生？……随着北
京冬奥会越来越
近，如何“解锁”
重点比赛项目之
一的速度滑冰？
新华社记者带你
看其中门道。 在速滑圈内，为何很多人

喜欢称速滑为“大道”？卢卓解
释称，这其实是为了与短道速
滑区分，速度滑冰场地更大，便
俗称“大道速滑”。“大道速滑”

在周长400米的冰道上

进行，分内、外两道，内冰道内
圈半径25米，外冰道内圈半径
30米。而短道速滑比赛的椭圆
形冰道每圈长111.12米，直道
长28.85米。

那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还
有什么区别？从比赛规则看，前
者更像是跟秒表争，后者是跟人
争。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上运
动学院院长、短道速滑前世界冠

军王春露表示，速度滑冰个人赛
是两人一组，道次安排和出发顺
序随机抽签，两位选手绕着冰道
逆时针滑行，最终通过比较所有
选手完成比赛的成绩决定冠
军。短道速滑比赛则采用淘汰
制，以名次论胜负，比赛中多名
选手同时出发并可在不犯规前
提下随时超越对手。

在装备上，短道运动员会

做更多防护措施，安全头盔、
护颈等必不可少，而且短道的
冰刀必须是封闭的，刀身也更
短，便于适应转弯半径小、弯
道多的特点。高亭宇就曾在
某问答平台对两个项目总结
区别，称“一个圈大，一个圈
小；一个活脱刀，一个死脱刀；
一个个人能力多一点，一个团
队配合多一点”。

速滑纪录多在高原产生？

速度滑冰能有多快？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为北京体育事业提
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助推北京成为全球瞩目的冰雪运动
之都，蓄力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吸引了全球众多顶尖冰雪运动健儿前
来一展风采，奉献冰雪运动盛宴。通过几年筹办，北京
开展冰雪运动的软硬件条件都得到极大提升，拥有了一
批世界一流的冰雪运动设施，众多世界和亚洲一流的冰
雪赛事陆续落户，冰雪运动正成为许多市民，尤其是青
少年们酷爱的时尚运动。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冬奥文
化与冰雪运动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蒋依依，参与了《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项目的研究。她认为，
北京冬奥会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场馆遗产，打造了一批
双奥场馆。这些场馆的改造应用最新科技手段，实现了

“冰水转换”“冰篮转换”“双栖利用”，成为服务全民健
身、体育文化休闲、多业态经营的综合体育设施。

她认为，北京冬奥会新建场馆的一大特点是超前谋
划赛后利用。国家速滑馆冬奥会后将常年举办各种冰
上赛事，开展群众冰雪运动，成为一座多功能的冰上中
心。首钢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保留和使用的滑
雪大跳台场地，赛后将承办国内外高水平冰雪赛事，开
展大众冰雪体验和极限运动，结合工业遗存开展各类文
化活动，成为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新地标。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在冬奥会后将继续举办高山滑雪赛事，为专业
滑雪队提供训练场地，向高级别大众滑雪爱好者开放，
还将开展山地观光和户外运动，实现四季运营。这些冬
奥场馆已经成为北京重要的体育、文化和国际交往交汇
地、首都发展的新地标。

北京市体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的冰雪场地设
施供给几年间大幅攀升。冰雪场地由冬奥会申办前的
42座冰场、44块冰面、22处雪场，发展为目前的82座
冰场、97块冰面、32处雪场。

据悉，北京正积极谋划推动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的
可持续发展。将充分利用冬奥遗产，积极申办国际雪联
高山滑雪世界杯、国际滑联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等赛
事，推动首都冬、夏季项目均衡发展，全面推进冰雪运
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教融合、体育产业等高质量
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记者汪涌）

北京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冰雪运动之都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北京市体育局通过线上“云发

布”了2022北京冰雪消费地图。点开这一地图：陈露国际
冰上中心，庞清、佟健冰上艺术中心，什刹海冰场等北京近
百个冰雪运动休闲目的地，一一展现出来。市民们可以通
过这一地图，实现智能化指引和数字化消费。这只是北京
通过筹办和举办冬奥会，推动冰雪运动发展，逐渐成为全
球瞩目的冰雪之都的一个缩影。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北京冬奥会给冰雪运
动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北京作为全球首座既举
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冰雪
运动更是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陈露、庞清、佟健、张
丹、郭丹丹等世界冠军纷纷在此创业，迎来了事业发展
的第二春。

陈露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冰上运动的耀眼明星，
是中国花样滑冰第一位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奖牌获得
者。退役后，她在深圳创办冰场，在青少年中普及花
样滑冰运动。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陈露在北京创
办了国际冰上中心。几年来，这座位于北京东四环附
近的冰上中心，成为深受花样滑冰爱好者喜爱的冰上
基地之一。

像陈露一样，庞清、佟健这对曾夺得世界冠军的花
样滑冰组合，退役后，也选择在北京开办冰上艺术中
心。他们培训的花样滑冰爱好者，多次参与到北京冬奥
会筹办等许多重要节点的演出活动中，事业同样红红火
火。中国首位滑雪世界冠军郭丹丹以北京为大本营创
业。几年间，她带领团队，在北京和河北等地，普及、推
广冰雪运动，成为“北京榜样”。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张
丹，除了在北京开设花样滑冰青训基地外，还投身到原
创冰舞《踏冰逐梦》的创作和演出中，这台节目今年将进
行全国巡演。

北京冬奥会筹办以来，在各方的合力下，冰雪运动
已受到越来越多北京青少年的喜爱。北京冰雪运动后
备力量快速发展，已成立了市级青少年冰球队5支、滑
雪队1支，区级青少年冬季项目运动队125支。注册人
数从2017年的79名增加到7565名，增长近百倍。参
加北京冬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北京选手有30多
名，创历届之最。

北京还成为全球参与冰球运动青少年人数最多
的城市之一。据北京市体育局介绍，2021年北京市
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共有 119 所学校、126 支队
伍、1730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场次达到 319 场。
2021-2022 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共进行
1224场比赛，有25家俱乐部、256支队伍近3600名
球员参赛。

冬奥会为北京成为
冰雪运动之都蓄力B冰雪世界冠军

在北京迎来事业第二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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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礼仪人员在“冰立方”进行演练。 新华社发

1月28日，意大利队选手在首都体育馆进行训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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