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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晚袁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仪式
在北京首钢园区国家冬季运动训
练中心冰球馆隆重举行遥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尧国务院副总理尧第
24 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
正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尧北京市
委书记尧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袁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窑巴赫出
席发布仪式遥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野冰墩
墩冶袁 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
作遥 冰袁象征纯洁尧坚强袁是冬奥会
的特点遥 墩墩袁意喻敦厚尧健康尧活
泼尧可爱袁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袁
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
体尧 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
林匹克精神遥 将熊猫形象与富有
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袁 体现
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
点遥 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
头盔袁装饰彩色光环袁其灵感源自
于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要要要
野冰丝带冶袁 流动的明亮色彩线条
象征着冰雪运动的赛道和 5G 高
科技曰左手掌心的心形图案袁代表
着主办国对全世界朋友的热情欢
迎遥 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袁寓意创

造非凡尧探索未来袁体现了追求卓
越尧引领时代袁以及面向未来的无
限可能遥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野雪容
融冶 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
作遥 雪袁象征洁白尧美丽袁是冰雪
运动的特点曰 容袁 意喻包容尧宽
容袁交流互鉴曰融袁意喻融合尧温
暖袁相知相融遥 容融袁表达了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尧 和谐发展的理
念袁体现了通过残奥运动创造一
个更加包容的世界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遥 灯笼袁
是世界公认的野中国符号冶袁具有
2000 多年历史袁 代表着收获尧喜
庆尧温暖和光明遥 顶部的如意造
型象征吉祥幸福曰和平鸽和天坛
构成的连续图案袁寓意着和平友
谊袁突出了举办地的特色曰装饰
图案融入了中国传统剪纸艺术曰
面部的雪块既代表 野瑞雪兆丰
年冶的寓意袁又体现了拟人化的
设计袁凸显吉祥物的可爱遥 灯笼
以野中国红冶为主色调袁渲染了
2022 年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袁身
体发出光芒袁 寓意着点亮梦想袁
温暖世界袁代表着友爱尧勇气和
坚强袁体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

搏精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
理念遥

吉祥物是最显著尧 最受关注
的奥运形象标识遥 北京冬奥组委
在 2018 年 8 月 8 日北京成功举
办奥运会十周年纪念日活动上袁
正式面向全球征集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设计方
案遥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袁吉
祥物征集活动共收到设计方案
5816 件袁全国 31 个省尧自治区尧直
辖市袁香港尧澳门特别行政区袁台
湾地区均有征集作品提交遥 境外
作品来自五大洲 35 个国家遥 经过
中外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的精心
评选尧认真评议袁由北京冬奥组委
报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和国
际奥委会尧国际残奥委会的确认袁
最终袁 由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团队
和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团队精心设
计的冬奥会吉祥物野冰墩墩冶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 野雪容融冶 脱颖而
出遥 根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
委会的要求袁 两个奥运会吉祥物
同步征集设计袁 采用同一设计语
言袁 这也是近年来几届奥运会和
残奥会袁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通
行做法遥

新近担任国际篮联候任主席
的哈马内窑尼昂 9 月 15 日接受采
访时表示,本届篮球世界杯赛事组
织十分成功,中国为篮球世界杯树
立了一个全新标杆遥

尼昂说:野非常感谢这次赛事
的组织工作遥中国树立了一个非常
高的标杆,我们实现了所有当初设
定的目标遥所有 8 座城市政府和赛
区工作人员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他
们把篮球世界杯的组织工作推向

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说明国际篮联
将 2019 年世界杯的举办权交给中
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遥相信在
世界杯之后,国际篮联将继续与中
国合作,留下更多的篮球遗产,为篮
球运动的发展做更多贡献遥 冶

对于篮球世界杯的遗产,国际
篮联秘书长安德里亚窑扎格里斯
也着重进行了强调,他说:野通过这
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了篮球运动的
普及程度和受欢迎程度遥 在中国,

篮球比以前更受欢迎了,我们和中
国篮协在篮球训练尧 篮球教育等
方面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在中国未
来的篮球发展中,我们也会继续提
供帮助遥 冶

2019 年篮球世界杯协调委员
会主席伯顿窑希普利表示, 本届篮
球世界杯是 2019 年世界关注度
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 这对于中
国尧 对于篮球运动发展来说都是
非常积极的因素遥 赵姬

巴赫院

吉祥物发布将是
重要里程碑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即将
揭晓袁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16 日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袁 发布吉祥物将是冬奥筹办工作
的重要里程碑袁 他对中小学生广泛参与设计吉
祥物也表示称赞遥

野发布吉祥物将是渊北京冬奥会冤一个重要
的里程碑袁 因为人们对北京 2022 将有一个识别
标识遥 我确信所有中国人袁不仅是中国人袁都会
喜欢吉祥物遥 冶巴赫说遥

16 日袁 巴赫在京授予著名艺术家尧野为奥运
喝彩冶艺术总顾问范扬顾拜旦奖章袁他在颁奖仪
式之后接受了采访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于 2018 年 8
月 8 日面向全球征集遥 这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吉祥物同步征集和评审袁也将同步发布遥 本次吉
祥物征集活动共收到设计方案 5816 件遥

据透露袁广大青少年也积极参与其中遥 据教
育部门统计袁 有 1500 万中小学生参与了北京冬
奥组委发起的野我心目中的冬奥吉祥物冶设计活
动遥 在所有初评作品的前十名中袁有一件即出自
小学生之手遥

对于学生参与设计吉祥物袁 巴赫表示非常
棒袁野通过这种方式袁 我们可以看到奥运会和奥
林匹克运动的未来遥 与此同时袁我们也可以由此
得到年青一代对于奥运会的看法袁 以及他们如
何热爱与拥抱奥运会袁这很重要遥因此渊让学生参
与设计冤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遥 冶 姬烨

首届 ATP 杯比赛
前期签表出炉

首届 ATP 杯比赛 16 日在悉尼举行了抽签
仪式遥

ATP 杯是男子职业网球协会渊ATP冤和澳大
利亚网球协会共同推出的新赛事袁将于明年 1 月
在澳大利亚的三个城市举行袁共 24 支队伍参加遥
目前袁根据愿意参与这项赛事的选手情况袁以及
ATP 最新公布的世界男子单打排名袁已有 18 支
国家队入围袁 澳大利亚凭借主办国外卡也占据
了一席袁 其余的 5 支队伍将在 11 月根据届时的
ATP 排名产生遥

24 支参赛队伍将分成 6 个小组分别在布里
斯班尧珀斯和悉尼比赛袁随后每组第一和成绩最
好的两个小组第二将在悉尼进行淘汰赛遥

根据当日的抽签结果袁 目前排名前六的塞
尔维亚尧西班牙尧瑞士尧俄罗斯尧奥地利和德国各
占一组袁其余的队则被随机分配到六个组中遥 除
了澳大利亚所在的 F 组袁 其余 5 组仍各余一个
名额袁等待剩余参赛队伍出炉后再抽签分配遥

澳大利亚所在的 F 组还有德国尧 希腊和加
拿大遥 克耶高斯尧兹维列夫尧西西帕斯尧阿利亚西
姆等各队的头号单打都是 20 岁出头的新星袁因
此袁这一组也将是一次网坛新势力的对决遥

男子网坛野三巨头冶焦科维奇尧纳达尔和费
德勒将分别在布里斯班尧 珀斯和悉尼参加小组
赛角逐袁其中袁纳达尔是在职业生涯中首次在珀
斯打比赛遥 郝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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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揭晓
阴陈明康

国际篮联候任主席院

中国为篮球世界杯树立高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