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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将是一届极为难
忘的盛会，对此我充满期待。”国
际奥委会媒体运行部原主管埃德
加说。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
十分认同埃德加的观点，他说：“我
们每个人都还记得 2008 年夏天那
个激情盛会。北京奥运会很成功，
我相信明年的冬奥会依然会展现
出和 2008年同样的高水平。”
虽然 2020 年疫情肆虐让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筹备工作遭遇挑战，
但这一年依然成果斐然：12 个竞
赛场馆全部建设完工、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体育图标发布、吉祥物“冰
墩墩”和“雪容融”还搭乘嫦娥五
号进行了历史性的月球之旅。同时
奖牌和火炬设计工作完成，志愿者
招募和市场开发有序进行。

埃德加和班卡都认为，他们对
北京冬奥会筹备的信心很多源于
中国的承诺和为兑现承诺做出的
巨大努力。

2020 年的第九届奥林匹克峰
会上，国际奥委会在报告中指出冬
奥筹办进展“非常顺利”。

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
小萨马兰奇表示，受新冠疫情影

响，测试项目面临挑战，但冬奥会
其他筹办工作进展都很顺利，取得
的进展令人瞩目。

虽然测试赛受到疫情影响进
行调整，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
场馆的考察和认证在克服重重困
难后仍如期进行。去年 11 月，国
际雪车、雪橇联合会官员对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场地进行了全面的
测试认证。国际雪车联合会主席
伊沃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准备出
色的赛道，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之
下，流畅完美的组织工作也给我
们留下深刻印象。这绝对是我们
所经历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地
认证。我想感谢北京冬奥组委的
出色工作，同时也要对中国国家
队运动员和教练员协助赛道测试

表示非常感谢。”
此外，“绿色、开放”等理念始

终贯穿于冬奥会筹备，冬奥会新建
冰上项目场馆和非竞赛场馆将全
部达到绿色建筑三星标准。所有竞
赛场馆将 100%使用绿色电力。在
国家速滑馆等四个冰上项目场馆
采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这一目
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
放趋近于零。在延庆赛区竞赛场馆
完工的同时，生态修复也接近尾
声，赛区栽植了乔木 7 万株、灌木
31万株。

冰舞世界冠军西泽龙正在热
切期待重返北京，在 2022 年的赛

场夺冠，以弥补在平昌冬奥会取得
银牌的遗憾。他回忆之前在北京参
赛，感觉“场馆很大，北京很大”。
“我很开心要去参加这届冬奥会。
我认为这届比赛会非常特别。那
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夺得金牌。”
他说。
对于前速滑运动员宫部保范

来说，他最期待的是让冬奥会成
为全世界共同的目标，让所有人
同心协力抗击疫情，使得运动会
顺利举办。

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主席梅洛
也强调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世界

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例
外。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带来安全，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梅洛说。

晨报记者 甘 慧

昨天下午 3点半，国足在海口
进行了 2021 年首期集训的第一堂
训练课。国足的此次集训将持续到
2月 10 日，期间考虑跟同在海口
集训的中超球队进行两场热身赛。

主教练李铁表示，“所有的球
员经历了一个特别的赛季，精神上
非常疲劳，我不忍心把他们这么早
叫过来，但是也没有办法，时间确
实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利用过年前
的两周时间，把需要考察的队员叫

到队中，让他们熟悉我们的踢法。”
此次国足集训是为了备战世

预赛 40 强赛小组赛余下 4 场比
赛。有消息称，因疫情而延期的比
赛，有可能于 6月以赛会制的形式
举行。李铁说，“现在还没有最后确
定，但大概率要踢赛会制的比赛。
这样的话，我们至少需要 30 到 33
个球员。我需要新队员了解球队的
打法。整个联赛我看了几十场比
赛，新来的球员表现非常不错。”

由于队员们刚刚经历了一个
假期，因此本期集训的第一个星期

将以体能训练为主，“如果说困难，
我可以说一天，这就是现状。我跟
我的队员说，不管多么艰难，在球
场上把最好的东西展示出来。本来
希望集训往后放，让队员在俱乐部
完成准备期再来国家队，国家队不
希望长期集训。但没有办法，如果
现在不集训，后面可能没有时间
了。本期集训，第一个星期我们会
以体能恢复为主，后面演练技战
术，包括还有两场热身赛。”据悉，
国足的热身对手将从同在海口集
训的申花、建业、河北华夏幸福和

长春亚泰 4队中产生。
进入本期集训名单的归化球

员阿兰，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未能
如期到国足报到。阿兰于 1月 5日
入境中国，并于 19日结束为期两
周的隔离，但根据海南新的防疫要
求，阿兰还需要再进行 7+7 的居家
隔离和社区健康检测。李铁介绍
说，“他现在已经到广州，因为疫情
防控的问题，暂时来不了。我们还
在跟俱乐部沟通，看集训的最后几
天把他叫过来，他今年联赛状态非
常好。”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六被列入中国体育彩票
足球竞彩项目的赛事包括荷甲、
巴甲等。

周六 022 荷甲 24 日 01:45
维迪斯 VS 格罗宁根
维迪斯在周中的荷兰杯中主

场 2比 1小胜海牙。而在之前的
联赛中，球队豪取 3连胜，荷甲联
赛战罢 17 轮，维迪斯取得 12 胜
2 平 3 负，积 38 分排名联赛第 2
位，仅次于阿贾克斯。赛季至今，
维迪斯主场取得 7胜 1平保持不
败。
格罗宁根上轮联赛坐镇主场

迎战特温特，在半场落后 2球的
情况下顽强扳平了比分。最近 3
轮联赛，格罗宁根保持不败，目前
以 9 胜 4 平 4 负的成绩列第 6
位。球队最近 4个联赛客场 3胜
1平保持不败。
竞彩胜平负推荐：
维迪斯 VS 格罗宁根

周六 027 荷甲 24 日 03:00
埃因霍温 VS 瓦尔韦克
埃因霍温在周中的荷兰杯赛

事中客场 2比 0轻取荷乙联赛球
队福伦丹。目前荷甲联赛战罢 17
轮，埃因霍温取得 11 胜 4 平 2
负，积 37分排名联赛第 3位。
瓦尔韦克上轮联赛坐镇主场

1 比 1 与威廉二世握手言和，连
续 6 场联赛不胜，积 14 分排名
联赛倒数第 4位。
竞彩让球推荐：
埃因霍温 VS 瓦尔韦克 胜

周六 031 巴甲 24 日 06:00
圣保罗 VS 科里蒂巴
圣保罗本周中主场 1比 5惨

败于巴西国际，将榜首位置拱手
让给对手。圣保罗近 5场比赛 2
平 3负，状态不佳。科里蒂巴上轮
在主场 3比 3战平劲旅弗鲁米嫩
塞，最近 3轮 1胜 2平保持不败。
虽说两队排名相差悬殊，但就近
况来说，科里蒂巴其实优于圣保
罗。
竞彩让球推荐：
圣保罗 VS 科里蒂巴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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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迪斯主场强势●国足开启 2021年首次集训
李铁：我需要新队员了解球队的打法

国际体育界向北京冬奥筹备投出“信任票”

▲
2020 年 12 月 19 日拍摄的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2015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
布北京赢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时
说，奥运会“交给了放心的人”。 六年
后，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克服疫情挑
战，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印证了巴
赫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