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奥运会上

８

座临建场馆虽

然同样经过了严格的设计、施工和

验收，但是赛会结束后它们不得不

面对这样的命运：另做他用或是直

接拆除。

日前，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几乎所有的主管单位都在试图从

满足市民需求、符合本地区发展等

多个方面，对临建场馆进行不同形

式的规划、经营和运作。

“每天开车上班途经祈年大

街，地上的蓝线便会让我回想起激

动人心的奥运时刻。” 外企白领范

琼所说的蓝线，是北京奥运会公路

自行车比赛的线路，这条赛道从永

定门城楼起，到居庸关长城止。

范琼说，这条蓝线堪称当之无

愧的奥运遗产，也让她想起了德国

汉诺威的红线旅游：当地旅游部门

用类似的做法把城市的主要风景

点串起来 ， 起止点设于中央火车

站 ， 凡是来到这里的游客不需导

游，便可以完成自助旅行。

从有形到无形，和公路自行车

赛场一样，有关五棵松棒球场的辉

煌， 同样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

据报道，北京奥运会之后 ，这座场

地的去留曾引发过热烈讨论 。“除

非确保有足够多的活动，能吸引人

来棒球场，否则我们绝对不接受每

年仅使用一两次棒球场的建议 ，”

负责这块场地开发的房地产开发

公司副总经理国今娇表示，棒球项

目结束了它的奥运使命，加上这项

贵族运动在中国基础薄弱，在没有

理想的市场底蕴和盈利模式的情

况下，与其每年投入高昂的维护费

用，不如拆掉另做他用更为实际。

如今， 过万的座椅拆除完毕，

四周的灯柱不见踪影，挖出的黄土

堆成了小山，临时帐篷和铁皮房让

这里重新成为了一个大工地 。“我

们要把这里打造成体育、 文化、娱

乐 、休闲综合商业区域 ，目前五棵

松篮球馆和北侧的商业中心属于

一期工程，棒球场所在的二期工程

将于今年

１０

月份动工兴建，在这个

大型的活动中心，孩子们再不会觉

得北京的冬天漫长，家长们的需要

也会得到满足，市民来到这里就像

参加一个大型

ＰＡＲＴＹ

（聚会），”国

今娇说。

比起棒球，小轮车项目在中国

更显冷门 ，然而 ，同为临建场馆的

老山小轮车赛场似乎要幸运一些。

据悉， 尽管之前有过拆除的传言，

小轮车赛场所在地也属于允许开

发利用的绿化隔离带代征土地，但

是石景山区政府正在积极运作保

留事宜。

石景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区里已经展开相关研究，一是可以

提供给没有固定训练基地的国家

队使用； 二来该场地世界领先，又

经过奥运会的检验，有能力承接国

内 、国际的大型体育赛事 ；三是通

过这项运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同样持观望态度的还有奥林

匹克公园曲棍球场和射箭场。据了

解，由于两座场地位于奥运中心区

内，考虑到这片区域的整体性和统

一性 ，保留的可能性较大 。曲棍球

场可以作为国家队的训练用地，其

他时间还可以用作对外运营，比如

举行五人制足球比赛等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０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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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指南： 四大名校名师点拨高考各科目复习

原则、备考建议和临战攻略；

政策信息：最新、最权威的政策信息，让考生和

家长及时深入掌握高考动态；

填报志愿：20 余位高校招生办主任指导学生填

报志愿，指导考生选择最合适的院校和专业；

历年资讯：各高校历年排行榜、录取分数线、招

生计划，为考生选报志愿提供参考依据；

高校动态：关注高校招生最新动态，介绍国家重

点学科与院校；

专业聚焦：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推荐高校优势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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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高考特刊》将为你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和最权威的资讯

《2009 年高考特刊》给你幸运与

惊喜， 订《2009 年高考特刊》 中价值

2000 元 / 人的香港澳门六日游大奖。凡

订阅《2009 年高考特刊》可在 2009 年 6

月参与抽奖， 将有 5 名幸运者产生，抽

奖过程将由长沙市公证处监督进行。

（本报拥有最终解释权）

备考路上，你肯定很艰辛；填报志愿时，

你肯定备受煎熬。 科教新报《2009 年高考特

刊》，约请我省最高教育行政机构、职能部门

及 20 余位高校招生办主任为你指点迷津。

在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筑国家

体育场“鸟巢”，去年上演了北京奥运

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以及奥运会田

径、足球等比赛，给全世界留下了深

刻印象，而这座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

的赛后利用情况如何，举世瞩目。

日前， 新华社记者走访了 “鸟

巢”， 北京中信联合体国家体育场运

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就奥运会后

“鸟巢”的利用情况进行了介绍。

“鸟巢”上演《图兰朵》

今年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一

周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在这

一年里，国家体育场“鸟巢”安排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

据北京中信联合体国家体育场

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

奥运会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了巨大影

响。后奥运时代，“鸟巢”会通过举办

一系列高水平的文体活动，继续成为

中国体育和文化的标志性场馆，体现

“鸟巢”所代表的中国品质。

目前正在筹办“中国北京‘鸟巢’

夏季音乐会———

２００９

《魅力·中国》”，

力求把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通过音

乐连接在一起，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

全新的文化景观。这项活动由著名歌

手宋祖英发起， 携手歌剧大师多明

戈、钢琴巨星郎朗、华语歌坛流行天

王周杰伦，

６

月

３０

日在“鸟巢”上演。

曾在奥运会闭幕式上放歌的宋祖

英表示：“从现在开始要努力做好两件

事，第一，精心打磨每一首曲目，着重

调整自己在音乐技术上的状态； 另一

个就是锻炼好身体，为演出做准备。”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一周年纪念

日的

８

月

８

日，“鸟巢”将有一台特别的

演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

艺谋将重返“鸟巢”，由他执导的大型

歌剧《图兰朵》将在此上演。

５

月举办的成龙演唱会则将成为

“鸟巢”上演的首个大型演唱会。今年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４

日，“鸟巢” 内还将首次响

起赛车发动机的咆哮声———

２００９ＲＯＣ

世界车王争霸赛暨首届北京国际赛车

节将在这里展开。

据了解，“鸟巢”已完成赛后运营

的规划，具体将按

４

个板块进行。第一

块是旅游线路的开发，通过打造多条

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到国家体育场

恢弘气势的“鸟巢特色游”。第二块是

驻场演出，通过各种演出活动给大家

带来欢乐、激情和文化的体验。第三

块是大型的体育赛事和文化演出活

动，精选那些能够给大家带来震撼效

果的体育赛事或文艺演出。最后一块

就是围绕“鸟巢”的定位进行商业配

套开发，例如对“鸟巢”包厢的招商，

对“鸟巢”看台区进行商业开发等。

“鸟巢”盛迎精品赛事

雅典奥运会主体育场、法国世界

杯主体育场赛后均承办了不少高水

平的体育赛事，“鸟巢”围绕体育赛事

方面又将作哪些文章呢？

针对这一问题，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鸟巢”一直就不缺乏高水平体育

赛事的关注。从“鸟巢”开始建设时，

就有很多国际体育赛事组织找到国

家体育场的业主单位， 希望能够在

“鸟巢”举办高水平的国际比赛。

但事实上，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

“鸟巢 ” 就再未举办过任何体育赛

事。 出现这种情况， 既有时间安排

上的原因， 也有 “鸟巢” 运营计划

调整的原因。 北京奥运会后， 国内

外游客对进入 “鸟巢” 参观、 感受

气氛有十分强烈的需求， 这同举办

赛事形成了矛盾。

这位负责人透露， 承办高水平

的足球等体育赛事，需要有一流的草

坪。 但目前如此众多的游客入场参

观，对天然草坪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

坏，现在“鸟巢”场地不少地方铺的是

人工草坪。“鸟巢”场内由

５３００

块移动

草坪所组成，如果要举办高水平的体

育赛事，就需要把这些移动草坪全部

运送到基地去种植，以保证赛事举办

时能够铺上符合比赛要求的天然草

坪。但这样做的话，将使“鸟巢”主场

地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对民众开放，

而且转场一次的人工费用也相当高。

因此，对于承接体育赛事方面，有着

巨大运营成本压力的国家体育场比

较慎重。

据了解，“鸟巢”目前的主要收入

来自游客的门票等方面。在北京奥运

会和残奥会后，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完

成了整个场馆的转型，去年国庆期间

正式对游客开放。

截至记者发稿时，“鸟巢”已累计

接待游客

３０８

万余人次，其中去年“十

一”期间有近

４２

万人次、今年春节期

间约有

１６

万人次。“鸟巢”与北京奥组

委等合作开发纪念品有

４００

余种。成

功举办了“体味奥运、欢度元旦、牵手

鸟巢”等各类活动，参与观众近

３０

万

人。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０

日电）

领先，被追上，再拉开比分。湖人

在

2009

年

NBA

季后赛的首轮比赛中演

绎着自己熟悉的套路 。

4

月

20

日的洛

杉矶斯台普斯中心，湖人兵不血刃地

以

113

比

100

击败爵士，毫无悬念地取

得“开门红”。科比在本场比赛拿下

24

分后 ， 他在季后赛的得分达到

3710

分，超越“魔术师 ”约翰逊 ，在联盟历

史上名列第九位。

湖人习惯性“开门红”

湖人用熟悉的招数导演着本场

比赛 ： 在上半场建立

22

分的领先优

势，然后一度被爵士追到只差

9

分，但

是加索尔和阿里扎的连续得分为湖

人再度拉开比分，最后一节爵士又一

次将比分缩小到

9

分， 而这一次站出

来的是科比，他连续两次跳投再度将

分差拉大到

13

分 。最终 ，湖人获得胜

利。

这样的比赛过程是湖人一整个

赛季所做的：他们常常在开始就建立

起巨大的领先，被追上，然后再拉开。

在常规赛季还剩

2

周半的时间里 ，湖

人领跑西部的趋势就已成定局，他们

最终以

11

个胜场的优势成为西部季

后赛的头号种子球队。而在今天面对

爵士的比赛中 ， 他们的优势依然明

显， 半场比赛结束时已经领先

22

分，

而当爵士在下半场两次发动反击时，

湖人有力的给以回击，并笑到最后。

季后赛的 “开门红 ”对湖人来说

再正常不过了。在杰克逊执教的球队

里，他们在季后赛的首场比赛中都取

得胜利 ，本场取胜后 ，这项纪录已经

被扩大到

42

胜

0

负。 而杰克逊执教的

湖人成绩则是

18

胜

0

负。当然，湖人的

目标是直指总冠军。因为自从

2002

年

夺冠后，湖人已经七年未尝冠军滋味。

本场比赛中，杰克逊并没有按以往习

惯， 戴上

2002

年获得的总冠军戒指，

“我已经讨厌戴上那枚戒指，”杰克逊

说，“我已经戴了那枚戒指有七年的时

间了！”

科比树得分里程碑

与胜利同时到来的是科比的得分

纪录。比赛中，科比斩获

24

分，从而把

自己在季后赛的总得分从

3686

分提高

到了

3710

分 ，超过了湖人前辈 “魔术

师”约翰逊的

3701

分，上升到

NBA

历史

上的第九位、湖人历史第三位。目前，

摆在科比面前的是第八位奥拉朱旺的

3755

分和第七位哈夫利切克的

3776

分， 而要继续超越这两个纪录对于科

比来说几乎唾手可得。

在本场比赛中，科比仿佛不再是

人们眼中那个超级得分手，而是在追

求高效率的稳扎稳打。赛季末时，科比

就对无止境的得分没有表现出任何兴

趣，而在季后赛首轮的首战比赛当中，

他与加索尔、阿里扎三人得分都超越

了

20

分。科比以这样的方式有力地反

击了那些说他“自私”的人。

而关键时刻总能掌管比赛的科比

在终场前

1

分半钟再次让全场球迷惊

呼。当时，他的一个加速突破篮底，然

后当着科沃尔的面直接一记惊天怒

扣， 斯台普斯球馆里顿时响彻球迷的

心声：“

MVP

！”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邓晶琎）

“红魔” 曼联的五冠梦被埃弗顿人击

碎了。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英格兰足总

杯第二场半决赛中，埃弗顿通过点球

大战以

4

比

2

淘汰曼联，继

1995

年后再

次闯入足总杯决赛。 至此，“红魔”虽

然已经夺得联赛杯和世俱杯，并在欧

冠和英超保持夺冠希望，但与足总杯

的无缘标志着他们成为本赛季“五冠

王”的美梦就此破碎。

由于接下来将连续征战英超和

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曼联老帅弗格

森本场比赛大胆启用新人，主力球员

C

罗纳尔多、鲁尼、吉格斯、范德萨无

一上场， 而是派出了

4

位甚至从未在

英超首发的新人。

双方在

90

分钟内均无建树，加时

30

分钟依然无法打破僵局。在随后的

点球大战中，曼联直到第三位上场的

维迪奇才将点球罚中，而在他之前上

场的贝巴托夫和费迪南德，所罚点球

均被埃弗顿队门将霍华德扑出。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邓晶琎）

纳达尔继续维护着自己在红土场上的

王者地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纳达尔

在蒙特卡洛网球赛决赛中战胜德约科

维奇夺冠，创造了在该项赛事中连续

5

年夺冠的神话。“第

5

次获得冠军，这对

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梦。”纳达尔称。

在鏖战

2

小时

43

分后，纳达尔最终

以

6

比

3

、

2

比

6

、

6

比

1

战胜赛会

3

号种子

德约科维奇， 不但缔造

5

连冠壮举，也

实现了惊人的

27

场连胜。

●

“鸟巢”上演《图兰朵》

●

游客突破三百万

●

赛后运营分四块—————

“鸟巢”迈入后奥运时代

奥运临建场馆期待华丽转身

新华社记者 赖 臻

新华社记者 汪 涌

“鸟巢” 将如何扮演后奥运时代的角色？ 本报记者 韩世祺 摄

北京奥运会击剑馆 本报记者 韩世祺 摄

湖人兵不血刃擒爵士

“飞侠”超越“魔术师”

NBA季后赛首轮

本报记者 邓晶琎

当地时间

4

月

19

日， 洛杉矶

湖 人 队 主 场 以

113

比

100

战胜犹

他爵士队， 取得

季 后 赛 “ 开 门

红”。

新华社发

“红魔”无缘足总杯决赛

纳达尔缔造五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