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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千寻（searching）

主持人：童宇倩

The theme of the core graphics
of Hangzhou Asian Games is“Meet-
ing the World”, which is inspired by
silk,the quintessential cultural ele-
ment of Hangzhou.

The design absorbs both tradi-
tional and modern styles and adopts
a combined approach of static and
dynamic touches to depict the grace-
ful yet flexible, fine yet smooth,
gentle yet vibrant traits of silk un-
furling in the air. It represents the ar-
tistic conception of “meeting the
world”.

The core graphics foretell the
OCA family’s reunion in Hangzhou
and the diversified Asian sports cul-
ture to be showcased by the Asian
Games Hangzhou 2022.

杭州亚运会核心图形主题为“润泽”，
灵感源于杭州极具代表性的本土文化元
素——丝绸。

核心图形的设计通过融传统现代于
一体的艺术手法，以动静结合的态势，展
现了丝绸飘逸舒展、温润细腻、挥洒灵动
的特性，体现了“温润万方、泽被天下”的
气韵与胸襟，寓意亚奥理事会大家庭在杭
州欢聚，亚洲多彩体育文化通过杭州亚运
会的舞台交流互鉴。

The Core Graphics of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2022

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核心图形

The Asian Games knowledge Contest

亚运知多少

When did the the first mascot to
be used for the Asian Games?

亚运会史上第一次出现吉祥物是哪
一年？第几届亚运会？

What’s the name of the mascot
for the Guangzhou Asian Games?

广州亚运会的吉祥物取名是什么？
What’s the slogan of the 1st

Asian Games New Delhi 1951?
第一届印度新德里亚运会的主题口

号是什么？
When did the first set of special-

ly designed stamps be issued for the
19th Asian Games?

杭州亚运会首套个性化专用邮票什
么时候发布？

How many gold medals did Chi-
na get during the Beijing Asian
Games?

北京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
金牌总数是多少枚？

本期栏目内容由王胜
平提供，欢迎读者积极出
题，投稿邮箱：tongyuq-
ian2017@163.com

（相关答案扫码见）

亚运兴城

一顶头盔、一副骑行镜、一双骑行手套，便
是单车骑行爱好者必备的“三件套”。2月7日
早晨，一支洋溢着生气的单车骑行队从杭州长
乔极地海洋公园出发，1小时后抵达湘湖北岸的
老虎洞，再一路向东南方，沿着蜿蜒曲折、陡坡
不断的山路到达湘湖东南岸的石岩山。

这是萧山捷安特骑行队春节前的最后一次
户外“打卡”。每周，群主何嫂（化名）都会发布
骑行计划，组织大伙去萧山及周边地区骑行。

“骑行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最重要的是，可以随
时驻足欣赏沿途的风景。”她笑着说，“开车太
快，走路太慢，自行车则刚刚好。”

提及骑行，何嫂的眼里写满了热爱：“不仅
可以品尝舌尖上的乡镇，感受沿途的风土人情，
还可以和志同道合的骑友一起，单纯享受运动
的快乐。”这支队伍最早是由几十人组成的QQ
群“起家”，逐渐发展成如今有340名骑友的微
信群，群里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9岁。

每逢周末，只要天气晴朗，何嫂便会组织大
家去户外骑行。“上周去了进化的青化山林道，
两周前去了楼塔的百药山林道。”她说，萧山的
美丽乡镇建设步子快，很多地方都建起了绿道，
如楼塔、进化、戴村等地，去年骑行队开展了70
次骑行活动。

这些年，骑行队还去过西双版纳、桂林、台
湾等地，受疫情影响，骑行队近期活动集中在萧
山及周边地区，何嫂和老公也开始谋划起春节
期间的骑行计划。这一次，目的地选在千岛
湖。“我们计划正月初一从萧山出发，骑行约120
公里到千岛湖高铁站；正月初二自选路线环湖，
骑行约170公里；正月三徒步登淳安第二高峰金
紫尖；正月初四从淳安骑回萧山，骑行距离约在
120公里到190公里之间。”

在何嫂看来，骑行是会上瘾的，现在她每周
至少骑行100公里，计划等疫情过去和骑行队
一起骑进西藏，再去新疆的独库公路。

在骑行队里，网名叫“前龙”的骑友被大家
称作“探路者”。前几天一早，“前龙”驱车前往
淳安牵牛岗，再骑行120公里，将沿途风景、骑行
路线、探路测评报告等发送到了骑行群。

“前龙”今年58岁，已有18年“骑龄”。他曾
日骑300多公里到南京，通宵骑完430公里的上
海马拉松长途自行车比赛（简称“马自骑”），还
骑过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丙察察线，4次骑
行进西藏。作为一名资深骑友，他于去年加入
骑行群，并担任骑行队的领队兼路线设计。从

去年下半年起，“前龙”带队去户外骑行了18次，
带大伙领略了独特的骑行风光。

“前龙”说：“以前我也健身，像打篮球、跑
步，但很难坚持下来，而骑行就像人长了一对翅
膀，活动半径会变大，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骑友间流行根据山路的坡度来划分级别，骑上
冠山寺，相当于“初中毕业”；骑上老虎洞，等于

“高中毕业”；骑上陡坡1公里多的石岩山，是“大
学毕业”；骑上陡坡2公
里多的大岩山，就是“研
究生毕业”了。“前龙”笑
自己是“研究生”毕业，
正在找“博士”坡呢！

“螺蛳壳里做道场”

“东有地铁，西连江水，南造路，北拆迁”，施
工作业面极小，就像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区
体育中心改造提升项目在前期工程的推进中，
面临着重重困难。

为了把对地铁的影响降到最低，项目聘请
了专业的地铁监测单位对整个土建工程进行全
过程监测，同时对施工工艺进行了精心设计。

“在开挖体育场地下停车场时，为了避开地
铁保护范围，工程只能由西往东推进，出土很困
难，此外打桩也得非常小心。”项目负责人林波
介绍，与此同时，还有两条暗河也给土建工程带
来了不小的阻碍，“桩打下去，一碰到暗河，混凝
土就没了。”

除了要攻克“水龙”与“火龙”的施工难点，
“底子薄弱”的体育馆也给大家出了难题。这是
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砖混结构的老建筑，
相关专家经过5次反复论证方案，最终妥善解决
了体育馆建筑改造的技术难题。突破重重困

难，区体育中心改造提升项目最终顺利完成了
2020年度的建设目标。

智能化改造是下一步重点

截至目前，区体育中心改造提升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额3.46亿元，累计完成总工程量和总
投资率的90%，预计今年3月底竣工验收（体育
工艺类除外）。

为决战决胜项目收尾建设，当前正强力开
展项目建设“百日攻坚战”，春节期间不停产不
停工，150余名一线施工人员“就地过年”，他们
主要来自装修、幕墙、室外配套、智能化班组，以
及项目建设、监理、管理公司等工作人员。

在完成场馆主体部分的改建后，下一步将
重点进行智能化系统改造，让场馆变“聪明”。
具体来说，除了将配备计算机网络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停车管理系统、智能照明系统、能耗监
测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等基础功能外，还将设
置LCD信息发布系统、LED大屏信息发布系统
等场馆扩声系统和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以及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等赛事相关系统，力
求打造一个智能、节能、安全、高效的亚运场馆。

赛后利用更好地服务民生

区体育中心体育场经改造提升后，将新增
18000多平方米地下空间，可容纳500个停车位，
将大大缓解区一医院及周边居民停车难问题。

为了能为萧山留下“亚运遗产”，让老百姓
从亚运会中得到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在对亚运
场馆的改造提升中，区文旅局前瞻性谋划场馆
赛后利用问题。未来，除了体育场及地下停车
场将对市民开放外，还计划盘活场地资源，服务
全民健身；举重热身训练馆将改建为室内运动
场地，开辟羽毛球、篮球等场地，增加群众体育
活动空间。此外，还将引入第三方负责场馆运
营，进一步增强场馆的
服务功能，融入相关文
旅产业等，以综合性文
化体育中心的姿态，更
好地服务民生。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

座城”“亚运国际城、数智

新萧山”……2 月 4 日晚，

杭州 2022 年亚运会萧山

区体育中心改造提升项目

正式亮灯，流动的标语和

绚丽的光效点亮了萧山城

区夜景新地标，为城市增

添了浓浓的节日色彩。而

这一刻也意味着，我区亚

运场馆改造提升工程进入

了最后冲刺阶段。

区体育中心改造提升项目正式亮灯

工程进入冲刺阶段 一名市民驻足观望亚运场馆改造施工 工程内部状态

区体育中心改造提升项目正式亮灯

单车骑行：健康生活 探寻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