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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
高萌 赵建通 姬烨）北京冬奥会13日
进入开幕后第9个比赛日，赛程过半
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在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以“一流的竞赛场馆、一流的
运动员、一流的竞赛组织运行、一流的
气象服务保障和一流的医疗救治服

务”来总结北京冬奥会自开幕以来的
运行情况。

“很多运动员都说这是一届非常了
不起的赛事。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了很多充满热情和笑脸的照片，这是我
们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我们）最主要
的成就，就是运动员的满意度。”国际奥
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说。

截至昨晚，在本届冬奥会中，运
动员们累计创造了13项奥运会纪录
和2项世界纪录。除了运动员的硬实
力，先进的场馆设施也为新纪录的诞
生提供了重要支持。“在本届冬奥会
各个场馆中，我们融入了许多科技元
素”，杨树安介绍道，以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为例，其近1.2万平方米的
冰面是世界上最大的采用二氧化碳
制冰的速滑馆冰面，在这块平原“最
快的冰”上，创造出了8天内刷新8项
奥运纪录和1项世界纪录的佳绩。

除此之外，北京冬奥会优秀的
赛事组织服务也令参赛各方印象深
刻。“他们（防疫人员）穿着防护

服、戴着面罩给我们提供服务，
还要在面罩后面向我们展示

微笑。我也和一些闭环内的志愿者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流，他
们做得非常好，这也是一种文化交
流。”杜比对闭环内的志愿者及各类
服务人员的工作表示了肯定。

据杨树安介绍，在伤病救治方面，
各场馆团队也有出色的表现。“场馆医
疗团队在受伤运动员的现场救治中表
现出了很高的专业水平，得到了运动
员和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认可
和赞扬。国际雪联医疗官汉斯表示，
2月10日高山滑雪男子全能滑降比
赛时的医疗救援堪称完美。”

开赛至今，气象部门为赛事提供了
精准的天气预报，对赛事顺利运行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树安在发布会
上表示“比如说大家今天看到的降雪，

早在2月4日气象部门已经有了预测，2
天前基本确定了每个场馆降雪的时段
和量级。所以我们提前发布了天气预
警信息，属地政府、各场馆、各业务领域
积极准备应对措施，并根据气象信息更
新情况，完善预案，做好了充足的准
备。”与此同时，各竞赛团队始终与国际
单项体育联合会、气象预报团队密切合
作，以确保各项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除了场馆等“遗产”外，杜比再次
强调了本次冬奥会将会留下重要的

“无形遗产”。“这次赛事组织得非常
好，有成千上万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他
们积累的经验将会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遗产’。同时，谷爱凌、高亭宇等年轻
一代运动员身上的正能量也将对更多
少年儿童起到激励作用。”

北京冬奥组委：赛程过半，成果丰硕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
者倪元锦）京津冀地区迎来降雪，本
次降雪恰逢北京冬奥会期间，对正在
进行的雪上项目而言，气象部门科技
含量颇高的冬奥山地赛场核心区域

“百米分辨率、逐10分钟”快速更新的
“北京睿图”数值预报模式体系，在保
障赛事中功不可没。

据了解，受东移高空槽和低层偏
东风共同影响，12日夜间京津冀地区
开始出现降雪。北京市预警中心、北
京市气象台已于13日上午相继发布
大雾黄色预警、暴雪蓝色预警。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迎新表示，当前至13日23时，北京
市仍有明显降雪，14日3时后降雪
逐渐减弱、结束。预计北京全市平
均降水量4至8毫米，新增积雪深
度4至8厘米，西部、北部相对明
显，局地降水量可达10毫米以上，
新增积雪深度6至9厘米。

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梁丰介绍，经多年科研攻关，
冬奥气象服务保障方面，建成支撑
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气象服
务的信息网络，以冬奥赛场为核
心，气象部门在北京城区、延庆和
崇礼及周边地区共建设各种现代
化气象探测设施441套，提升了冬
奥赛区气象综合监测能力。

正在冬奥场馆执行赛事保障
任务的延庆赛区气象服务组副组
长时少英介绍，高山滑雪，运动员
最关心的是风，尤其是阵风，其次
是降雪等低能见度天气。

时少英表示，高空风速比较
强，通过团流作用到地面后，风的
脉动导致一阵风小一阵风大，可能
对运动员在起跳后腾空的落地表
现产生影响。因此，对风的精准预
报，可以给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
及赛事保障提供重要参考。

据了解，高山场馆几条赛道按
照国际雪联要求，布设了自动监测
站，对风实现了三维垂直立体监
测。“竞速赛道布设了8个自动气象
站，竞技赛道布设了3个自动气象
站，对气温、风、湿度、能见度、降雪
可实现短时精准预报和未来趋势
预报。”时少英说。

此外，为满足冬奥组委“赛事不
停、交通不断”通行需求，北京市城市
管理委副主任、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
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张岩表示，扫雪铲冰保障工作方案
预案实行预警管理，分区控制，涉奥
区实施“一馆一策”，坚持“机械扫雪
为主、融雪剂融雪为辅、场馆团队社
会公众积极参与”原则，按照“雪前准
备、雪中打通、雪后恢复”作业流程，
重点做好场馆周边和场馆封闭线内
的扫雪铲冰保障。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
月 13 日电（记者卢星吉
朱青 陈地）北京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业主
方代表、后勤副主任束文13
日在此地举行的媒体通气会
上表示，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
障碍技巧资格赛延期的主要原
因是能见度不佳。

据北京冬奥组委竞赛日程变
更委员会13日消息，中国选手谷
爱凌、杨硕瑞计划参加的北京冬奥
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

资格赛因天气原因延期，将改期到
2月14日10点至12点进行，决赛
改期到2月15日9点30分至11点
进行。

“今天的温度并不低，而且风
也不是很大，根据我们云顶此前多
次举办国际雪联世界杯的经验，今
天资格赛延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视线不佳。”束文表示。

据他介绍，自由式滑雪和单板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场地的落差很
大，在13日的降雪天气中，海拔较
高的赛段能见度较差，推迟比赛是

出于对运动员安全的考虑。由于
在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运动员需
要做出复杂的滑行动作和空中特
技，较差的视线不仅会影响其发
挥，还将增加受伤风险。

根据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
由式滑雪国际赛事竞赛规则》，由
于“不可接受的气象状况”，具体如

“风、雾、雪崩或暴雪等原因”，竞赛
可以被事先中止或取消。事实上，
由于能见度原因延期以至取消的
国际雪联赛事、X Games（世界极
限运动会）赛事并不罕见。

女子坡障比赛推迟原因为能见度不佳

谷爱凌今日上午将登场

冬奥遇上大雪

⬅2月13日，谷爱凌在赛
前训练中。

➡2月13日，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赛场内，工作人员在整
理赛道。 新华社发

2月13日，新一批2000只“冰墩墩”毛绒玩
具抵达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金马工业园仓库，将
迅速投放市场。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在现
场介绍，未来会持续对北京市场进行补货，逐渐
满足消费者们的购买需求。新一批“冰墩墩”毛
绒玩具将优先满足闭环内的运动员、裁判员、教
练员等人士以及在特许零售店提前登记预订的
消费者的需求，随着供应增加，将缓解更多消费
者短期“一墩难求”的情况。

图为一名志愿者在北京金马工业园仓库向
记者展示带有吉祥物元素的北京冬奥特许商品
样品。 新华社发

新一批“冰墩墩”抵京

从职场到冬奥雪场，
墨西哥“白领”一个人的长征

对绝大多数冬奥运动员来说，训练和比赛是
每天的全部。但墨西哥运动员乔纳森·索托·莫雷
诺不同——即使身在北京参赛，他也得克服时差，
抽空发送电子邮件处理工作。

28岁的莫雷诺是一名肉产品加工设备制造
公司经理。11日，他出现在了北京冬奥会越野滑
雪男子15公里（传统技术）的比赛中。

由于个人积分排名在最后，莫雷诺被安排在
参赛99名选手中最后一个出发。所以，当大部分
运动员都已完赛收拾妥当，这名墨西哥人还在朝
着终点努力滑行。

“能代表家乡出现在冬奥会赛场，就是我的梦
想，它激励我永远全力以赴。”他说。

莫雷诺的童年在墨西哥度过。13岁时，他随
家人迁往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生活。不同于炎热
的墨西哥，当地漫长的冬季给予莫雷诺更多接触
冰雪运动的机会。

起初，莫雷诺更热爱田径，只是将越野滑雪视
为保持状态的一种训练方式。大学毕业后，对故
乡念念不忘的他偶然了解到墨西哥竟也有滑雪协
会，便萌生了代表祖国出战冬奥会的想法。

2018年平昌冬奥会，年过四旬的墨西哥人赫
尔曼·马德拉索出现在越野滑雪赛场上，彻底点燃
了莫雷诺的梦想，前者目前也成为莫雷诺的滑雪
教练。

伟大源于勇敢的开始。
与职业运动员不同，多数时间里，莫雷诺只能

靠自己。
他为自己制定了训练和饮食表。清晨5点起

床，花两个小时泡在健身房，而后换上西装打卡上
班；下班后继续1到3小时轮滑训练；到了周末，
则是漫长的轮滑、滑雪、骑车……如此周而复始，
从未停止。

一路走来，莫雷诺牺牲了很多，他需要维持工
作支撑梦想。

“这不是一项廉价的运动。要想参加冬奥会，
你首先得去世界各地参加赛事获得足够的积分。”
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年至少要花费2万美元，用于
装备、通勤和营养补给。

“即使已经付出100%的努力，这仍是一项非
常痛苦的比赛。”他说，“但我认为，所经历的一切
苦痛都是走向成功的标志，它告诉我凡事都要尽
力而为。”

莫雷诺最终倒数第二个完赛，他的成绩要比来
自芬兰的冠军伊沃·尼斯卡宁慢了超过15分钟。

“我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为了这个伟大的梦
想，我走了很远的路。”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3日电 记者孙哲
杨帆 胡虎虎）

墨西哥运动员莫雷诺在北京冬奥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

——“‘雪如意’在赛时真正成为‘雪如意’了。”
背景：日前，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迎来较大降雪，山川换装、银装素裹。作为北

京2022年冬奥会的明星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在赛时真正成为“雪
如意”。

点评：这就是“雪如意”本“如意”。

——“我和‘冰墩墩’的距离，原来只差一枚冬奥奖牌……”
背景：面对近日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的情形，看到冬奥奖

牌得主在拿牌同时还能入手可爱的“冰墩墩”，网友如是说。
点评：只要肯奋斗，“冰墩墩”和奖牌都值得拥有。

——“如果不破奥运会纪录，好意思在‘冰丝带’拿冠军吗？”
背景：2月12日，中国冬奥代表团旗手高亭宇赢得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

子500米“飞人大战”，斩获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第四金，并以34秒32的成
绩打破奥运会纪录。

点评：“冰上飞人”高亭宇，霸气不只在赛场。

——“从这场比赛开始，我们进入状态了，有了自信，打出了像样的比赛。我
真的为所有的球员感到骄傲，每个人都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团队比赛。”

背景：12日，中国男子冰球队在先丢三球的情况下，顽强地扳回两球，最终
以2：3憾负劲旅德国队。赛后，中国队发挥出色的门将史密斯如是说。

点评：逆势不气馁，真是好样的！

——“艰苦训练练就的实力，让我相信自己能够登上领奖台。”
背景：中国选手闫文港11日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比赛中夺得铜牌。这

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冬奥会赛场上获得钢架雪车项目的奖牌。他在赛后如此表示。
点评：此处，所有的鲜花、掌声和喝彩送给你！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李琳海）

北京为赛事提供“百米级、分钟级”气象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