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夏季、
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因此与
2008年火炬相比，这次的火炬既是
传承，又是创新。
创新的力量，就源于崇尚“道法自

然”的中国传统文化：
——“飞扬”整体造型源于叶子，

自然界的流线力量充满生机；
——氢取自于水，燃烧后又会变

成水，暗合中国传统虚实相生概念；
——火炬的拆装就像中国传统的

孔明锁，需要特定角度方能开合。

10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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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睿）入籍队员阿兰最近
两天成为中国队集训的最大新闻，据了解，昨
天上午他首次参加中国队训练，状态保持得
还算不错。今天下午，中国队与河北华夏幸
福进行教学赛，初步检验集训的成果。

阿兰经历了“14+7+7”隔离观察期之
后，3日下午到海口向中国队报到，据悉主教
练李铁和阿兰做了沟通交流，详细情况外界
不得而知，但知情者透露谈话后阿兰的情绪
相当好。昨天上午训练的内容主要是为今天
的教学赛做准备，运动量不算大，阿兰前一阶
段训练不系统，暂时无法百分之百达到中国
队战术要求，但他的状态和投入程度还是令
教练组满意的。今天与华夏幸福的比赛，阿
兰登场的可能性小。

华夏幸福昨天更新球队训练状况，两名外
援马尔康和保利尼奥结束隔离观察归队。官
方透露的信息是“从训练中的表现不难看出，两
人在隔离期间保持着不错的身体状态，基本可
以跟随球队的节奏完成整堂训练课”。话虽这
么说，但这两名外援今天登场的可能性也不大。

自李铁担任主教练以来，由于疫情的缘
故，中国队在过去的一年中只与中超俱乐部进
行了4场教学赛，全部获得了胜利。坐拥艾克
森、阿兰两大入籍队员和去年中国金球奖获得
者吴曦、中甲联赛最佳射手谭龙、号称“中国德
布劳内”之称的张稀哲以及张玉宁、池忠国等本
土佼佼者，中国队今天取得教学赛第五场胜利
是在情理之中，但李铁和教练组恐怕更看重的
是队员对战术的理解和执行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的时候还落
后两球，随后在补时阶段最后时刻追平比分，并且在加时
赛战胜对手。昨天，巴萨踢了这样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比
赛，最终5：3战胜了格拉纳达，晋级国王杯四强。

尽管从比赛开始后，巴萨就在射门次数上牢牢占据优
势，但后防线接连不断的失误，让巴萨一度0：2落后。好在
巴萨并没有放弃，直到第87分钟，梅西长传到后点，格列兹
曼凌空铲射入网，帮助球队扳回一城。第92分钟，梅西长传
到后点，格列兹曼头球摆渡，阿尔巴头球冲顶破门，在最后时刻
帮助巴萨扳平比分。

比赛拖入加时赛，但处于劣势一方的显然是巴萨，这是他
们最近3周内踢的第4个加时赛，尤其格拉纳达以跑动顽强
著称。不过巴萨加时赛中展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格列兹曼、
阿尔瓦和德容接连打入三球，最终帮助巴萨5：3拿下了这场
艰苦的比赛。

巴萨终于找回了以往的赢家气质，但利物浦却依然陷
入低迷之中。昨天进行的英超第22轮比赛中，利物浦居
然主场0：1不敌布莱顿。本以为此前连续两个客场得胜让
利物浦找回了感觉，特别是3：1击败热刺堪称拿下硬仗，怎料
回归主场表现低迷。

晋级国王杯四强 巴萨的赢家气质又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澳网昨天发表声明，由于隔离
酒店中有工作人员突然被确诊新冠阳性，包括ATP杯网
球赛在内的一系列2021年澳网热身赛于昨天全部暂停，
后续赛程安排稍晚公布。据悉，大约 600名澳网相关人
员因为这一突发情况而被列为普通接触者，需隔离并接
受检测。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紧急召开记者会表
示，一名在隔离酒店中工作的男性被发现确诊。这名患者此
前新冠检测结果阴性，出现症状后再次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
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如何被感染的，与其相关的密切接触者已
全部隔离并接受检测。当地的防控政策随之再次收紧，12岁
以上人员在室内聚集性场合必须戴口罩，聚会人数限制减少
为15人，工作场所办公人员恢复到75%的计划暂停执行。澳
大利亚医学协会前主席托尼·巴顿表示，接下来的几天将非常
关键，如果被隔离的数百人中继续检测出确诊病例，澳网能否
如期开赛真就成了悬念。

从资格赛球员在比赛期间确诊，到来澳人员出现确诊病
例，再到距离开赛只有四天的情况下再次出现确诊病例，人们
不禁愈发担忧澳网的前景。安德鲁斯州长表示，维州有信心
处理好这个状况。“从去年至今我们已经历了多次类似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把情况控制
住。在现阶段，澳网不应受此影响。当然，这也会改变。现在
真正证明了与澳网有关的人并没有得到特殊待遇，是根据风
险来分类的。”

酒店工作人员感染新冠

澳网热身赛全部暂停

中空开放的形态、纯氢燃烧零碳排放、内
外飘带缠绕、“双奥之城”传承……所有元素
统一于火炬这个光明而充满生机的意象。

农历小年夜，辞旧迎新时。北京冬奥组
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王向豫说，希望用火炬
点燃全世界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热情
和广泛期待。

一片落叶燃灵感
宛如两条飘带在风中飘绕，擎于手心，凝

而不发。这把被寄望于点燃激情、驱散阴霾
的冬奥火炬，灵感却始于一片叶子。
“其实坦白说，最初整个火炬设计很快就

掉到了形意的层面。”火炬外观设计师李剑叶
说，团队甚至考虑过，要不要设计成一串“冰
糖葫芦”……

他回忆说，虽然后来整体设计概念明确
了，“要向上的、旋转的”，但是具体的呈现形
态却总是偏工业化，“过于规律”。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火炬修改专家
组专家林存真在研究商议时，随手把玩起办
公桌面绿植落下的一片叶子，突然发现这枚
叶片灵动优美，十分接近要表达的形态。于
是她迅速拍下叶子旋转的视频，给大家参考。

这一片落叶，瞬间点燃了设计师们的灵
感。终于，经过40余版团队内部修改方案、
11版正式提报方案，2020年9月22日，经过
北京冬奥组委多轮评审，从182个全社会有效
征集方案中，确定了现在的火炬设计方案。
“飞扬”火炬整体外观与北京2008年奥

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呼应，体现了双
奥之城的传承与发扬。

自下而上从寓示吉祥的祥云纹样逐渐过
渡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案，旋转上升，如丝带飘
舞，最后呈现为飞扬的火焰。祥云传达吉祥的
寓意，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延续；雪花表现

冬奥会的特征，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创新。
火炬交接时，两只火炬的顶部可以紧密

相扣，如两只手相握，代表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世界更加相知相融的冬奥会愿景。
“这个2020年很不寻常，大家都有这种

感觉。”李剑叶说，“想通过‘握手’的意象，表
达人类要共同去面对这些危机。”

北京冬奥会火炬为红色与银色，寓意冰
火交融。北京冬残奥会的火炬为金色与银
色，寓意辉煌与梦想。
“现在的方案应该说是集中了多领域的

智慧和科技，具有较高的设计水平，艺术形式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了北京‘庄重、典雅、大
气、开放’的城市特点，并融入‘双奥城市元
素’。”火炬外观设计评审会评委、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说。
2020年12月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审

议通过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设计方案。

环环相扣“黑科技”
“本次火炬的设计秉持绿色、可持续理

念，力图将艺术设计与科技创新相融合。”王
向豫说。
“飞扬”火炬科技亮点之一是北京冬奥会

火炬将采用氢作为燃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高级工程师韩宗捷介绍，除了环保属性外，氢
燃料的特性保证了火炬能在极寒天气中使
用，并可抗风10级。

然而，若要维持同样的燃烧时间，氢气的
存储空间比传统液态丙烷燃料的大一倍。这
也意味着氢燃料的燃烧罐需要能够承受更大
的压力。

而“飞扬”的第二个技术亮点就是火炬外
壳采用了重量轻的耐高温碳纤维材料，火炬
燃烧罐也以碳纤维材质为主。

碳纤维专家、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翔宇介绍，在中国石化集
团的科研支持下，本次火炬外飘带使用了先
进的碳纤维立体编织成型技术，以及抗高温
燃烧涂层。点火段采用铝合金，耐800摄氏
度以上高温。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对此次火炬设计给予
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次火炬的设计再次证明
了奥运会是体育和文化、艺术和科技的巧妙
结合。既有文化传承又有科技创新，中国文
化艺术得到完美展现。不仅体现了双奥之城
的特点，而且展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

天人合一法自然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设计与整体

形象景观设计一脉相承，都取自八个字：道法
自然，天人合一。
“这句话相信大家其实都听过，但真正理

解它，甚至在火炬这样的实体上表达出来，还
是很难的。”李剑叶说。

最初入选的方案其实是“瓷火之心”。火
炬团队项目负责人饶杰回忆说，方案入围后
再修改时一度处于落选边缘，在距离下一个
汇报节点还有两天之际，整个团队痛下决心，
推倒重来。
“我们最初的方案还是太复杂，其实就是

大道至简。”李剑叶说。
“希望奥运圣火成为黑暗隧道尽头的

光。”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呼吁，疫情挑战
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体育精神。

而一年之后，当冬奥主火炬在“鸟巢”熊
熊燃烧，圣火终将“飞扬”，为人类带去更多光
明和希望。 据新华社电

阿兰召之即来来之即练
本报讯（记者赵睿）年关已近，一部分中超

俱乐部正在抓紧时间“还欠债”，争取在春节之
后以崭新的姿态开始第二阶段备战工作。

中赫集团和中信集团就股权转让的谈判
不顺利，如果没有第三方接手中信的36%股
权以及至少6亿元以上的债务，那“国安”两
字恐怕就保不住了。按照要求，北京国安俱
乐部将向中国足协申报新的中性名，在中性
名事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河南建业，新名字
拟叫“河南嵩山龙门”，只等官宣。

此前有消息称万达集团撤资大连人，不
过俱乐部方面很快给予了否认，爆料人昨天
也表示，经过双方磋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
决。日前,王健林专门听取了大连人足球俱
乐部高管的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球队面

对2021新赛季的准备情况。看起来，只要
有足够诚意，办法总比困难多。

山东泰山过去一段时间内在转会市场上
占尽风头，引进了外援孙准浩和内援石柯之
后，如果出现有俱乐部退出的情况，不排除山
东泰山会使用“抄底”的手段继续增强球队实
力。另外，日本籍助理教练黑崎久志即将加
盟郝伟的教练组。

有消息称广州队再添1名超强归化球
员，23岁的萧涛涛由于上赛季在球队没有合
适的位置被租借至昆山FC，但是现如今他已
经被广州队召回，现已经在队内参加冬训。
上赛季惊险保级成功的青岛俱乐部官宣，现
役挪威国脚弗雷德里克·乌尔维斯塔德于近
日正式加盟青岛足球俱乐部。

中超俱乐部抓紧“还欠债”

2月4日，在北京2022年冬
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飞
扬”正式问世。

冰火相约 激情“飞扬”有火炬 就有光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发布 本报诸暨2月4日电（记者 苏娅辉）伤兵满营轮转受
限，体能下降失误不断无人可换。如此困境之下，天津先行
者男篮从落后21分一路顽强将分差缩至2分。然而关键球
处理不当未能抓住机会，最终以100：108负于双外援出战
的山西队。

天津队首发派出全华班，山西队开局接连两次罚篮拿到
4分，而天津队在外线多次漏防，给了对手三次三分出手机
会。8：17落后时，天津队少有的在官方暂停之前叫了第一次
暂停。天津队防守依然是大问题，山西队首节三分球8投7
中。两分球、三分球以及罚篮命中率全线远低于对手，天津以
28：37结束首节。第二节比赛，在林庭谦的带领下，天津队一
度将分差缩至6分，但随着几次进攻不进以及失误，对手抓住
机会反击，以60：47结束上半场。

第三节，林庭谦独得13分带领球队将比分追至67：73。然
而，一波又一波的失误葬送好局，单节8次失误是前两节的总
和。后卫线的连续“断电”，对于天津队无疑是致命的。如果
说，李林风的失误因为经验不足实力不济，那么林庭谦的
失误则更多由于体能的严重下降。天津队上一轮比赛为2
日19点35分，而山西队则是1日12点半，多了一天半的休
整时间，体能和精力都可以更好缓解。而且，天津队伤兵
满营轮转严重受限，林庭谦、孟子凯、时德帅上一场均几乎
打满40分钟，体能成为大问题。孟子凯在场上沉闷、不在
状态，与之前几场判若两人，也是体能告急的真实写照。

第四节天津一度以79：100落后21分，就在人们以为比
赛就此进入“垃圾时间”时，天津队继续顽强反击，一路追至
100：102。关键时刻，莱多再度成为山西队的“关键先生”，一
记超远三分拉开比分。随后，山西队连续三人获得罚篮机会，
6罚3中以108：100锁定胜局。本场比赛天津队4人得分上
双，林庭谦拿到全场最高的24分，并贡献5篮板11助攻3抢
断。特罗特三世23分9篮板5助攻2抢断，时德帅22分5篮
板2助攻1抢断，何思雨10分3篮板2助攻1抢断。山西队5
人得分上双。

赛后，主教练刘铁指出了三点问题。“开局防守不足，没有
控制住对手的‘开场疯’。失误太多，高达20次，主要集中在
第三节。第四节追近了比分，但是关键球处理不好，100：102
时，数次进攻没有一次能够合理从容出手，全是慌乱的，这些
都需要好好总结和解决。”

失误不断 无人可换

天津男篮憾负山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