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8日星期四

值班编委：李 丽 责任编辑：杜 晶 组版：徐 鹏 视觉：徐 鹏 校对：陈黎云 电话：（0510）81729625 Email：yxrbxmt@163.com
文体 6 版Yixing Daily

1日至10日，“相约北京”冰上
测试活动全面展开。10天时间，7
项赛事，5个场馆，集中上演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之前的一次重要
实战检验，而一场重要的实战检验，
离不开超过700人的场馆运行团队
中每一个人的默默付出，他们的存
在，让这场“相约”更加精彩。

一次实践

7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
式开启比赛，但鲁元哲和他的同学
们的社会实践3月份已经开始。来
自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双冰场
馆制冰人才订单班”的这些学生
们，在国际制冰专家马克·麦瑟领
衔的制冰团队带领下，全程参与场
馆新一轮制冰工作与测试活动冰
务保障，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将
是中国的制冰新生代。

制冰过程的严谨与复杂给他
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鲁元哲说，这
让他想起另一项运动，“就像打乒
乓球一样，要想固定一个动作，得
挥拍两万次形成肌肉记忆才行。”

抬着水管，鲁元哲和他的同学
们协助制冰团队加厚冰面，运动员
上冰的间隙，他们还要给浇冰车加
满水箱，负责帮助维护冰面。但看
着选手们从自己参与制作的冰面
上滑过，鲁元哲的内心感到格外
满足。

制冰、修冰的工序固然繁琐，
但每完成一道工序，都离他心底的

“两万次”又近了一步。

一叠证件

在承接短道速滑和花样滑

冰的首都体育馆，体育展示经理
贺琼珊的一叠证件引人注目，在
桌面上摊开，她笑称，“不用买扇
子了”。

播报员、摄像师、导播、DJ……
组成了每个场馆的体育展示团队，
他们的工作贯穿在比赛的前、中、
后，包括现场音乐、语音播报、大屏
画面，可以说，他们就是赛场的“气
氛组”，而气氛则要随着花滑、速滑
等项目的变化或轻松愉悦，或扣人
心弦。

测试活动期间，贺琼珊负责协
调所有场馆的“气氛组”，一天之内
跑两三个场馆是常事，因为人员个
人证件通常注册在单个场馆，她或
许是本次测试活动中拥有临时证
件最多的人之一。

测试活动并非场场都有观众，
贺琼珊和各个体育展示团队有时
需要对着空旷的赛场调动气氛，不
过志愿者、安保与医疗组都会给予
热烈回应，有的团队还给自己起了
一个可爱的名字，叫“自嗨锅”。

一场远行

站在国家体育馆内，冰球项目
顾问哈拉尔·斯普林费尔德说，自
己可能已经吃遍了北京市所有的
奥地利与德国餐馆。

他上一次回到奥地利，还是
2019年的夏天。作为一名前冰球
职业球员、国际冰球联合会前官
员，他现在的工作，是确保在这里
举行的冰球与残奥冰球赛事“从运
动员们抵达中国的那一刻到他们
从机场离开的那一刻”都能以高标
准进行。

他说，他来到中国的目的，是

想把自己对冰球的认知传递给项
目里的每一个人。“让我非常欣慰
的是，冰球项目的同事们是真的
想要了解关于赛事与项目的所有
细节，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愉快
的挑战。”

“这次测试活动中，他们做到
了学以致用，作为参与了两届冬奥
会与两届冬青奥会筹办的技术官
员，我认为此次测试已经达到了
一个很高的水平。”他说，“希望
大家能来看一场冰球和残奥冰球
比赛。”

一颗螺丝

冰球比赛的另一个场馆是五
棵松体育中心，这也意味着相关
器材要在两个场馆之间移交与搬
运，这一部分，是五棵松体育中
心物流经理张帆和她所在团队的
工作。

“就像一颗螺丝。”张帆说，“物
流不是一份台前的工作，常常是等
别人下班了，去换桌子，去运护具，
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努力。”

“但能够让赛事顺利进行，都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张帆说，大家
的工作内容不一，但目标一致，就
是为了在这次测试活动中能够去
多测试一点，多思考一点。

物流团队涉及物流服务、采
购与资产管理三大块工作，此次
测试各个部门出动，也给了团队
实战演练的机会，以转运为例，在
本次测试中，物流团队需要在调
入调出场馆之间与体育、安保等
多个部门同时对接沟通。令张帆
开心的是，目前的几次转运都进
行得很顺利。

“一颗螺丝对这个团队还是非
常重要的，可能看上去比较渺小，
但它也很重要。”

一个绰号

冰壶与轮椅冰壶比赛场馆国
家游泳中心“冰立方”的260名志愿
者里，来自北京大学的郑宇轩有一
个绰号——最“臭”的志愿者。

对于这位在国际顶级期刊《细
胞》发表封面研究文章的博士研究
生来说，这个绰号有点委屈，不过，
同时也包含着敬意。

“其实是开玩笑，我们志愿者
是分早、晚班的，晚班时间很晚，他
其实有上早班的机会，但都让给了
别的同学，他们就可以早些洗澡、
休息，而他回到学校，澡堂都已经
关了，所以他用他的‘牺牲’换来了
这个绰号。”冰立方志愿者经理张
舒笑着解释道。

作为校团委学生课外活动指
导中心副秘书长，郑宇轩要协助
协调同学们志愿服务保障，他做
出的牺牲不止晚睡，每天还要 5
点左右起床，安排大家在 6 点乘
坐大巴。

“6月份我就毕业了，等到了
2022年冬奥会，希望还能成为社会
招募的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郑
宇轩说。

回校的大巴晚上10点左右从
冰立方出发，回到宿舍简单洗漱之
后，郑宇轩关上房间的灯，上床就
寝。不到6个小时后，这盏灯将再
一次亮起，他的志愿服务也将继
续。与此同时，许多盏灯也在这个
城市的各个角落亮起，照亮冬奥人
新的一天。（新华社记者 郑 直 等）

他们，让“相约北京”更精彩
——记冰上测试活动中的场馆运行团队

据新华社华盛顿 4月 6日电
（记者王集旻）4月6日在加拿大卡
尔加里进行的2021年男子冰壶世
锦赛第13轮循环赛中，中国队以
8：5战胜韩国队，这也是本届世锦
赛中国队的第二场胜利。

世锦赛2日开赛以来，中国队负
多胜少，此前比赛中中国队仅战胜过
丹麦队。当日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
中国队状态不错，前两局获得3：0的
领先优势，随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队发挥更为出
色，最终以8：5获得胜利。

共有14支队伍参加本届世锦
赛，前六名将直接晋级2022年北
京冬奥会。

据新华社华盛顿 4月 6日电
（记者王集旻）4月6日在美国查尔
斯顿进行的沃尔沃汽车公开赛首
轮比赛中，中国网球选手张帅、王
欣瑜均不敌对手惨遭淘汰。

张帅首轮对阵加拿大18岁新星
费尔南德斯。张帅目前排名世界第
41位，费尔南德斯世界排名第72位，
第一盘两人的首个发球局都未能保
发，不过随后费尔南德斯越战越勇，
两破发球局后以6：3拿下第一盘。第
二盘张帅的状态持续低迷，两次遭遇
破发后以1：6输掉比赛。

王欣瑜首轮遭遇昔日美网冠
军、美国选手斯蒂芬斯。首盘王欣
瑜两次遭破发后以2：6告负，第二盘
王欣瑜状态有所回升，不过最终还
是技不如人以4：6输掉比赛。

冰壶世锦赛
中国队胜韩国队

查尔斯顿女网赛

张帅、王欣瑜
首轮遭淘汰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
者史竞男）为加大对特殊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力度，“微笑
彩虹·书香温暖童年”公益活动日
前在京举行，并发布“微笑彩虹”
第一季书单，107家出版机构的
309种图书入选，将定向捐赠给特
殊困难儿童群体。

该活动由中国新闻出版传
媒集团与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
盟主办。309种图书包括主题出
版类27种、人文社科类30种、儿
童文学类132种、科普类30种、
绘本类90种。其中，既有中外名
家经典著作，又有当代优秀儿童
文学作品；既关注儿童成长问
题，也反映当代儿童现实生活。
多数图书入选由中宣部组织实

施的“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
程”、年度“中国好书”等，受到广
大少年儿童喜爱。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表
示，倡导全民阅读，要加大服务力
度，重视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特殊
儿童等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希
望社会各界携起手来，提供更多
优质图书，用阅读帮助孩子们养
成良好品质、树立正确价值观。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总经
理、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常务
副理事长李忠介绍，“微笑彩虹·
书香温暖童年”公益活动旨在以
出版带动公益，用阅读连接童
心。活动会继续推出书单，并建
立“微笑彩虹”书屋、小书架等，用
阅读温暖童心。

“微笑彩虹”公益活动发布第一季书单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
者白 瀛）北京人艺看家戏《雷
雨》6日起再次登上首都剧场的
舞台。复排导演顾威说，今年的
演出更加强调演员的“心象”，让
演员在内心戏上下功夫。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的处女
作和成名作，也是中国现代话剧
的奠基作之一，发表于1934年。
该剧在两个场景、不到24小时
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30年的
恩怨情仇。根据曹禺的阐释，《雷
雨》是他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
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显示的
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
酷”；作者用一种悲悯的心情写人
类受自己和不可知力量的捉弄。

从1954年起，《雷雨》在北京
人艺的舞台上培养了几代演员
和观众。对于这样的经典，复排
导演顾威称，观众已经不是来看
这个故事，而是在看舞台上如何
去表现这个故事，怎样演出人物
的心理，让心理和行动统一。

“今年的演出，我们更加强
调演员的‘心象’，让演员在内心
戏上下功夫，尤其是几位新加入
的年轻演员，要从内心上去接近
人物。”顾威说，“还有就是传承
这部戏的风格和韵味，要靠台词
去体现。演员说话的方式，得是
剧中人物的。因为我们的观众
太专业了，如果味道不对，不用
导演说话，观众就先指出了。”

“心象”是北京人艺总导演
焦菊隐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性
运用斯坦尼体系使之中国化而
创造的表演术语，强调演员“从
生活出发”，通过摹仿角色的外
部特征进入内心体验，在想象中
看到的角色形象，即“心象”，并
通过反复描摹与练习，消除表演
意识，让“心象”逐渐“化”到演员
身上，最终成为舞台“形象”。

本轮演出，蘩漪由张培饰
演，周萍由周帅饰演，而曾饰演
周萍的王斑，则改饰周朴园，并
担任联合导演。

北京人艺再演《雷雨》更强调内心戏

古生物学家发现
1.25亿年前“宁城中华草”

据新华社南京 4月 6日电
（记者王珏玢）记者6日从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获悉，由该所领衔的科研团队近
期在我国内蒙古宁城县发现了
1.25亿年前的“宁城中华草”，这
是迄今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
的单子叶植物化石。

单子叶植物是开花植物中的
一个重要类群。人类赖以生存的
大部分粮食作物，都属于这个类
群。此次发现的“宁城中华草”长
约26厘米、宽5厘米，根、茎、叶、
花等各重要器官清晰可辨。从化

石上看，它的根系具有侧根，茎具
有明显分节，茎上长有多枚叶
片。“宁城中华草”的叶片细长，具
有单子叶植物典型的平行叶脉，
样貌上类似玉米的叶片。其植株
顶端还长有形似高粱穗的花序，
花序中包含许多朵小花。

“特别难得的是，此次发现的
化石完整保存了‘宁城中华草’的
整棵植株。这大大减少了人为推
测、拼接各组成部分可能造成的
错误，为研究植物进化提供了新
的化石依据。”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鑫说。

非遗传承进校园非遗传承进校园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积极开展“非遗传承进校园”活动，将

当地特色非遗项目引入学校课堂，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民间传统技艺的
魅力，促进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图为4月7日，威县土布纺织技艺传承人高庆海在威县第四小学
向学生演示老粗布纺织技艺。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新华社伦敦4月6日电（记
者张 薇）欧冠赛场6日迎来两
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对决，曼
城凭借福登终场前的进球2：1
送走多特蒙德；皇家马德里主场
3：1击败利物浦。

面对拥有欧洲新一代“金
童”哈兰德的德甲多特蒙德，曼
城在主场率先有所斩获。第19
分钟，德布劳内接马赫雷斯的
底线回传快速一击，门前的京
多安机敏跳起避开球路，多特
门将反应不及只能眼看着球滚
入球门。

此后，两队继续展开激烈拼
抢，哈兰德下半场曾强力摆脱曼
城后卫突入禁区，但射门略显疲
软，被埃德森用腿挡出。曼城之
后错过几次破门良机，对手则在

第84分钟由哈兰德助攻罗伊斯
劲射破门，取得宝贵客场进球的
同时扳平比分。

时间所剩无几，但却足够曼
城改写结局。第90分钟，京多
安禁区内接队友大脚长传轻巧
敲给身边的福登，英格兰小将推
射远角命中，助曼城完成绝杀。

不过，谁能笑到最后还要下
周在多特主场见分晓。曼城主
帅瓜迪奥拉说：“我告诉球员们
要去赢得比赛。今天我们做到
了，而我们去多特蒙德也不会去
守住胜利。”

另一支英超球队利物浦当
日败走马德里。第27分钟，皇
马新星维尼修斯接克罗斯长传
摆脱两名“红军”包夹后单挑门
将中的。9分钟后，皇马又一记

长传开至前场，利物浦右后卫阿
诺德头球回传失误酿成大祸，阿
森西奥接球挑过出击的阿利松，
随后轻松打空门得手。

下半场开始不久，若塔助攻
萨拉赫为利物浦扳回一分，但维
尼修斯很快就接莫德里奇的横
传扫射破网，让皇马最终确保两
球领先的优势。

利物浦主帅克洛普坦言对
球队表现并不满意，“除了那一
个进球，还能让我觉得好的就是
这只是两回合比赛的第一个。
一个进球也算为我们的第二回
合保住了一丝希望。”

图为4月6日，皇家马德里
队球员莫德里奇（右）与利物浦
队球员萨拉赫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曼城绝杀多特曼城绝杀多特 利物浦不敌皇马利物浦不敌皇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