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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冬奧代表團歷來最大規模
北京冬奧會中國體育代表

團27日成立，總人數為387
人，是中國體育代表團史上參
賽規模最大的一屆冬奧，其中
運動員176人，教練員、領隊、
科醫人員等運動隊工作人員164
人，團部工作人員47人。

大公報記者 張帥
北京冬奧會

總人數387人 全項目參賽

2014年索契冬奧，中國代表團由139人組
成，其中運動員66人；2018年平昌冬奧，中

國代表團總人數為181人，其中運動員82
人。今次北京冬奧，中國代表團總人數
和運動員人數均創新高。

徐夢桃等3健兒4次征戰
官方通報信息稱，在176名運動員中，

女運動員87人，佔49.43%；男運動員89
人，佔50.57%。共有藏族、維吾爾族、滿

族、回族、哈薩克族、哈尼族、京族、朝鮮
族、布依族9個少數民族運動員20人，佔

11.36%。運動員平均年齡25.2歲，年齡最大的
37歲（男子冰球葉勁光），年齡最小的17歲（男子
自由式滑雪何金博、女子跳台滑雪彭清玥）。131
名運動員為首次參加冬奧，佔74.43%；徐夢桃、
賈宗洋及齊廣璞將第4次參加奧運，是代表團中參
加奧運次數最多的運動員。

在78名教練員中，包括來自美國、加拿大、俄
羅斯、法國、日本等19個國家的51名外教。

中國代表團完成了北京冬奧全部7個大項、15
個分項的 「全項目參賽」 任務，共獲104個小項
194個席位的參賽資格（含4個需通過北京冬奧其他
小項成績再確認的 「賽中賽」 小項），佔全部109

個小項的95.4%。與平昌冬奧參加5個大項12個分
項53個小項相比，增加了冰球、雪橇兩個大項，北
歐兩項等3個分項，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等47個小
項，參賽小項、運動員數量均大幅提升。

中國代表團表示，要以拿道德、風格、乾淨金
牌為根本遵循，切實增強為國爭光的志氣、勇氣，
在奧運賽場積極展現新時代中華體育健兒的精神風
貌和競技水平，確保實現北京冬奧中國代表團運動
成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目標：努力創造中國冬奧參
賽歷史最好成績；充分展現良好精神風貌，場上
頑強拚搏、永不言棄，場下陽光親和、落落大
方，勝不驕、敗不餒，展現良好風範；堅決做
到北京冬奧中國代表團興奮劑問題 「零出
現」 ；嚴格遵守北京冬奧組委閉環管理各
項要求，堅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
道：經過4天預開村，北京、延慶、張
家口三大賽區冬奧村27日迎來正式開
村。據了解，自1月4日以來，機場入
境涉奧人員總數累計4046人，目前還
有多個參賽代表團的運動員未到達北京
冬奧村，最近兩天將是境外運動員的抵
達高峰。正式開村後，冬奧村將打造成
為安全、舒適、溫馨的運動員之家，翹
首期盼八方來客。

已進入閉環管理
北京冬奧會設北京、延慶、張家

口三大賽區，每個賽區各有一個冬奧
村，其中北京冬奧村位於北京朝陽區奧
體中心南側，總建築面積約33萬平方
米，由20棟住宅圍合成6個院落；延慶
冬奧村位於延慶西北部小海陀山腳下，
平均海拔約940米，建築依山而建，採
用分散式、半開放院落布局，體現中國
北方民居建築特點和聚落形態；張家口
奧運村位於張家口崇禮區太子城，由9
個院子和一幢獨體樓組成，每個院子由
3至4棟小樓圍成。

在功能布局上，北京冬奧村分為
居住區、運行區兩部分，延慶冬奧村和
張家口冬奧村分為居住區、廣場區和運
行區3個區域，其中運行區都承擔代表
團註冊、辦公、保安、禮賓等功能，居
住區為參賽運動員和隨隊官員提供住
宿、餐飲、醫療等服務，廣場區則擁有
商業服務、娛樂休閒、文化活動等運營
空間。

按照安排，北京冬奧三大賽區冬
奧村從1月18日開始進入閉環管理，1
月23日進行預開村，1月27日正式開
村。

在流程辦理方面，每個代表團到
達以後，將依次確認運動員註冊資格、
代表團總人數及3個冬奧村各自的入住
人數、住宿位置、通行權限、車輛物資
等需求。註冊結束後，各代表團先遣團
將前往居住區的超級服務中心領取房間
鑰匙，隨後辦理入住。每個冬奧村安排
了專門的行李搬運人員，並有志願者助
理引導行程路線。

目前冬奧村內所有服務保障人員
全部到位。在餐飲上，三大賽區冬奧村

使用相同的菜單配方，每天從中選取約
200道菜品供來自全世界的運動員食
用，並以8天為一個周期輪換菜單。運
動員食堂內設置了世界餐枱、亞洲餐
枱、中餐餐枱、明檔、清真餐枱、披薩
與意大利麵餐枱、沙拉和調味品台、鮮
果台、麵包和甜品台等12種餐枱，所
有菜品均以營養均衡、烹飪健康為標
準，滿足運動員賽期的營養需求。

將迎抵達高峰期
自1月4日起，部分境外涉奧人員

陸續來華並進入閉環開展工作。大公報
記者根據每日公開數據梳理，1月4日
至26日，機場入境涉奧人員總數已累
計4046人。

據悉，目前還有多個參賽代表團
的運動員未到達北京冬奧村，最近兩天
將是境外運動員的抵達高峰。北京冬奧
組委、北京市、張家口市共同籌措的
6800餘輛服務用車和1.3萬餘名駕駛員
已全部到位，北京、延慶、張家口賽區
510公里的冬奧專用道路網施劃完畢，
已經全面啟用。距離奧運會聖

火再次在北京燃起
還有一周，大幕將

開之際，帶有 「team china（中國
國家隊）」 設計標識的體育裝備在線
上熱賣，這也是第一次中國國家體育
代表隊品牌走入普通消費者。

去年11月，國家體育總局體育
器材裝備中心與北京國服體育簽署合
作協議，授權後者在中國和全球市場
獨家開發 「TEAM CHINA／中國國
家隊」 品牌運動服裝、鞋履、配件
等。

其實市場化開發國家隊裝備早是
國際慣例，筆者上一次參加平昌冬

奧，看到一些來自加拿大的觀眾便穿
着自己國家隊同款裝備，他們稱在商
場就可以買到同款，令中國觀眾好生
羨慕。

國服體育首席市場官沈睿表示，
隨着冬奧拉動體育經濟發展，他們將
以高科技運動裝備提升中國體育競技
水平，以信息技術改善全民健身的用
戶體驗，攻堅克難解決中國在面料等
技術領域的 「卡脖子」 問題，推動中
國體育裝備製造業的水平提升。

一名在抖音上下單的消費者說，
穿着中國國家隊標識的服裝看冬奧，
不僅彌補了不能去現場的遺憾，更共
享了奧運健兒的榮光。 王京

冬奧觀察

三大賽區冬奧村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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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賽區冬奧村獨特布置
北京冬奧村：採用北京四合院的院落形式， 「樓樓有
園、戶戶有景」 ，兩處中心綠地設有園林景觀。

延慶冬奧村：半開放的中式庭院依山而建，不破山
形、不奪山景，這裏建有地下暖廊，各地運動員、教
練毋須再穿厚重的外套。

張家口冬奧村：房間配有 「記憶功能」 的智能床，通
過遙控器可調成睡姿、坐姿等不同場景，為人體脊柱
提供最佳支撐。

大公報記者張帥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
道：北京冬奧會將在2月4日晚上開
幕，根據賽程安排，最先登場亮相的
冰壺項目將在2月2日開幕式之前率先
打響，2月5日是北京冬奧首個金牌
日，產生6枚金牌，首金將在越野滑
雪賽場決出。

在2018年平昌冬奧，中國獲得1
金6銀2銅，排在獎牌榜第14位。今
年在家門口征戰，中國有望多點衝
金。媒體預測，中國將在北京冬奧拿
到6金，主要來自短道速滑、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速度滑冰及花樣滑
冰。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爭取衛冕冠
軍武大靖、平昌冬奧花樣滑冰亞軍隋
文靜／韓聰、索契冬奧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亞軍徐夢桃，都在個人社交平
台上表示，本屆冬奧，他們的目標就

是金牌。
在5日，短道速滑首金將會產

生，由武大靖領銜的中國短道速滑隊
將角逐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項目，
此前短道速滑世界盃北京站比賽中，
中國奪得了該項目的金牌。徐夢桃在
之前的世盃分站賽中，也豪奪兩冠，
成為本屆冬奧的大熱門。在花樣滑冰
上，雙人滑選手隋文靜／韓聰組合捻
轉四周在測試中達到了三級，據悉他
們計劃在冬奧上增加難度，在托舉、
螺旋線等動作進行創新。

18歲的谷愛凌，是北京冬奧最
受關注的中國雪上選手，將出戰U型
場地、坡面障礙技巧和大跳台3個項
目。從2020年12月2日傷愈復出以
來，她參加了9場比賽共獲得6金2銀1
銅。

▲冬奧村媒體接待台。 受訪者供圖

◀延慶冬奧村外景。 受訪者供圖

國家隊裝備走進千家萬戶

武大靖隋文靜韓聰劍指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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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3屆冬奧獎牌
賽事

2010年溫哥華冬奧
2014年索契冬奧
2018年平昌冬奧

大公報記者張帥整理

獎牌
5金2銀4銅
3金4銀2銅
1金6銀2銅

排名
第7
第11
第14

▲齊廣璞
第4次參加
冬奧。

▲

徐 夢 桃
是索契冬奧
自由式滑雪女
子空中技巧
銀牌得主。

北京2022年冬奧會

還有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