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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三赛 世界首创

“雪上马拉松”明起战京城
“四天三场城市越野滑雪赛，全世界首创，这必将创造越
野滑雪的历史！
”国际雪联越野滑雪委员会委员、北京越野滑
雪积分大奖赛竞赛主任乔治·吉普弗说。昨天，京报体育记者
实地踏勘了即将于 3 月 1 日在奥林匹克公园
庆典广场举行的北京越野滑雪积

分大奖赛鸟巢站场地。一条铺满皑皑白雪的赛道平地而起，
越野滑雪这一世界上最古老、最传统的滑雪赛事也将于 3 月 1
日、2 日和 4 日走入北京，在鸟巢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首钢
工业遗址公园和延庆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分别展现“雪上马
拉松”的风采。

鸟巢旁搭建雪道
北京办赛很高效
城市越野滑雪赛此前在欧洲十
几个国家都举办过，作为国际雪联
越野滑雪委员会委员，吉普弗更是
倾力于越野滑雪在世界各地的城市
中进行推广。为了这次在北京的三
站赛事，最近 18 个月内，他已经 13
次来到北京。
“ 中国人真是无所不
能！”吉普弗感慨道，
“我去过很多国
家，每次都会抱着学习的态度、开放
的心态和各个城市组委会沟通交流
和协作。每次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汲
取到有益的东西。”在吉普弗看来，
北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
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组
织比赛能力强，很高效，办赛的热情
和决心都令他感动。
“每当我来到鸟
巢这个比赛地，看到后面的五环标
志时，内心都格外激动。再没有比
这里更适合城市越野滑雪比赛的地
方了，相信比赛当天，每一个来现场
的观众都会感到兴奋和自豪，这里
能让人想起北京奥运会的美好时
刻。虽然冬奥会尤其是在滑雪项目
上，中国运动员的起步较晚，但我相
信有朝一日中国运动员一定能站在
越野滑雪的领奖台上。”
一个城市四天之内举办三场越
野滑雪赛，可谓是全世界首创。吉
普弗表示，中国越野滑雪的普及才
刚刚开始，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个项
目。
“越野滑雪本身是非常有益健康
的运动，可以调动身体 95%的肌肉，
长期从事越野滑雪的运动员都很精
壮。”吉普弗说，这次在北京办赛，一
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将越野
滑雪介绍给北京市民，让大家拿起
滑雪板和雪杖，在大自然中感受这
项运动的魅力。
此次城市越野滑雪赛鸟巢站的
赛道，会在赛后继续保留一段时间，
供市民前来体验。

参赛选手水平高
越野滑雪是世界上最古老、最
传统的滑雪赛事之一，被誉为“雪上
马拉松”。冬奥会上，越野滑雪也是
一个大项，包含个人赛、双追逐赛、
个人短距离赛、团体短距离赛、集体
出发赛和接力赛等。从技术动作
上，越野滑雪又分为传统式和自由
式两种。不过，在城市中进行的越
野滑雪赛只是短距离赛。
3 月 1 日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
广场上进行的北京越野滑雪积分大
奖赛鸟巢站，每位选手将沿着赛道
滑两圈。男子组和女子组的预赛阶
段，每三位选手一组，每位选手间隔
15 秒出发，最终取前 30 名成绩最好
的选手进入 1/4 决赛，之后是半决赛
和总决赛。
“此次参赛的优秀女子运
动员，预计比赛成绩将在 3 分 40 秒
左右，男子运动员在 3 分 20 秒左右
可以完成比赛。世界上顶尖越野滑
雪运动员的时速可以滑到 38 公里
到 39 公里之间。当然，运动员能否
取得好成绩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
他们比赛时掌握的技术动作，比赛
时雪道是否偏硬，甚至风力风向等
也会发挥作用。”
本次比赛，总奖金高达 150 万
元人民币，也刷新了中国雪上赛事
的历史新高，其中，鸟巢站的冠军
选 手 可 以 获 得 10 万 元 人 民 币 奖
金。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 21 个国
家的 200 名运动员，其中包括 100
名高水平国外选手和 100 名中国选
手。据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常务
副主任丁东介绍，正在国外训练的
部分国家队主力队员此次也专程回
国参赛。
本版文字 本报记者 刘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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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鸟巢和水立方中间的奥林匹
克公园庆典广场上，两台制雪机正
在紧张忙碌的工作着，皑皑白雪已
经圈出了一条环形赛道。这场景吸
引了很多游人前来围观，
“这里能滑
雪吗？雪会不会化掉？”这样的问号
立刻被吉普弗“拉直”，
“我们这是越
野滑雪城市赛，目的就是要将原本
在野外举行的赛事引入到城市中
来，让人们近距离感受这项运动的
风采和魅力，鼓励大家多去体验这
项运动。”吉普弗说，虽然这几天北
京白天的室外温度已经超过 10 摄
氏度，不过，并不会影响越野滑雪赛
的进行。事实上，去年 3 月，这项赛
事第一次在延庆举行时，室外气温
甚至达到 20 摄氏度，但雪道并没有
受到影响。
“赛道完全是按照国际雪
联的标准铺设的。气温高的时候，
赛道上的雪肯定会化掉一部分。这
时，我们会在赛道上撒一层海盐，海
盐吸水效果很好，雪也会变得比较
干。铺上新雪以后，再用压雪机一
压，就变成大家平时在雪场见到的
‘面条雪’，非常适合训练和比赛。”
吉普弗说。
记者昨天上午在赛道搭建现场
看到，单圈总长 0.87 公里的赛道上，
制雪机很忙，压雪机也很忙，比赛中
的 6 个雪包挑战桥正在建设之中；赛
道边上，竞赛办公室、开幕式舞台和
领奖台则已经搭建好，混合采访区
和观众看台初见雏形。
“一切今晚就能就绪！”吉普弗
笑着眨了眨眼睛。他的团队非常有
经验，其中包括 14 名欧洲专家组成
员和 6 名来自奥地利的计时团队成
员，他们准备了两套人马来为三站
比赛进行技术指导。吉普弗还笑着
邀请记者乘坐压雪机，在上下起伏
中感受一下制造雪道的乐趣。在鸟
巢的赛道搭建完成后，首钢站和延
庆站的赛事组织和场地搭建工作也
将相继开始。

什么是越野滑雪
越野滑雪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传统的滑雪
赛事之一，因为该项目起源于北欧，又称“北欧
滑雪”。越野滑雪赛道路线中的上坡、平地、下
坡地形约各占总距离的三分之一，选手需要使
用传统式或自由式滑雪技巧进行比赛。传统式
技巧要求选手在比赛中的蹬动（包括两脚交替
滑行、同时滑行、滑行中的开脚踏步、滑降以及
转弯等）不得有任何的蹬冰式（即侧蹬）动作。
而自由式技巧则对蹬动动作不作限制。
个人比赛，选手们以 15 至 30 秒的间隔出
发，使用传统式或自由式滑雪技巧滑行完成比
赛。男子比赛需滑行 15 公里，女子比赛则为 10
公里。
双追逐比赛，要求选手在比赛前半段采用
传统式滑雪技巧，后半段则采用自由式滑雪技
巧。所有参赛选手列队同时出发，道次由抽签
决定。比赛进行至一半，选手要进入运动场，迅
速变换技术和滑雪杖。女子比赛滑行总距离为
15 公里，
男子则为 30 公里。
个人短距离比赛，女子比赛的滑行距离为
0.8 至 1.6 公里、男子比赛则为 1 至 1.8 公里。
团体短距离比赛，是 2 名选手在 3 至 6 个区
间内交替滑行的短距离接力比赛。比赛时，每
队有 2 名运动员轮流在雪道上滑行。
集体出发比赛，顾名思义是所有选手同时
出发的越野滑雪比赛，选手可使用传统式或自
由式滑雪技巧完成比赛。女子比赛的滑行距离
为 30 公里、男子比赛为 50 公里。
接力比赛，每队共 4 名选手参赛，第一和第
二位选手使用传统式滑雪技巧，第三和第四位
选手则使用自由式滑雪技巧。女子组比赛共滑
行 20 公里，每人各滑行 5 公里。男子组共滑行
40 公里，
每人各滑行 10 公里。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刘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