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明星点缀天空

主编：刘明秋 执行主编：王颖彦 责编：杨歆 王圣 沈潇雅 美编：杨巍 排版：杨海颖 校对：杨海颖

今天有4位志愿者朋友将在中网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生
日，他们是：

谢青青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谢扬杰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刘 丹 中国传媒大学
丁圆圆 北京交通大学

2008中网全体工作人员和所有中网志愿者衷心祝福他们：

生 日 快 乐 ！

今天距离中网开赛

还有1天

2008年9月19日 第二期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办

我 们 准 备 好 了 ！
中网日益临近，各项工

作蓄势待发。志愿者——作
为赛事的一部分，工作虽然
很琐碎，甚至微不足道，但
志愿者的形象和工作质量却
是关系到赛事能否顺利进行
的重要环节。因此，组委会
十分重视对志愿者的培训。
赛事之前，组委会已经组织
了许多形式多样的培训。临
近开赛，志愿者的培训工作
也越来越专业化和细致。从
16日到18日，各部门分别对
志愿者进行了岗位培训。岗
位培训与通用知识的培训相
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性
更强了。每个部门都有自己
特定的培训方法，很有因材
施教的意思。

由于竞赛部的场地服务
等岗位的志愿者常常要和外
国的运动员、官员等交流，
英语的日常交流能力和专业
术语的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
了。组委会邀请了CATHY  
STOCK和TINNY  TUNG等

迈阿密公开赛的竞赛部的工
作人员做专业指导，对竞赛
部志愿者的英语作了重点培
训。培训会上，志愿者积极
参与对话等形式的练习，反
复操练，提高非常迅速。培
训结束后，竞赛部的志愿者
纷纷表示想通过这样的机会
提高自己的英语沟通能力，
通过中网的志愿服务充分锻

炼自己的英语应用能力。
商务部的培训从踏勘开

始。由于商务部的检票、领
位等工作都需要非常熟悉场
馆的路线，所以，这第一课
上得尤为深刻。大家一边看
着一边记着，生怕漏掉了重
要的细节。熟悉了工作的环
境就是学习检票验票等具体
工作了。负责培训的工作人

员模拟了许多比赛时可能在
观众入口发生的情况，让志
愿者们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
感受。

除了各个岗位自己的专
业培训，安保培训也在场馆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所有部
门都参加了安保培训。此次
中网的安保工作借鉴了奥运
会的安保理念和管理方式，
对如何处理潜在的危险，比
如火灾、恐怖袭击、踩踏等
事件进行了专门的培训。这
样细致的培训保证了赛事的
顺利进行。

岗位培训带给志愿者的
不仅是专业的知识，还有十
足的自信。现在的志愿者拥
有热情，更拥有专业的服务
技能，每一位志愿者都有信
心对即将到来的中网大声宣
告：我们准备好了！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沈潇雅

分志愿者的工作机械而且乏
味，可大家都在自己平凡的
岗位上认真工作。另一个方
面，办公室看似简单的文书
工作，实际上却充满挑战。
学习与人沟通，学习相互合
作，学会严谨认真，学会承
担责任……当我为了工作忙
得不可开交，生活也因为充
实而快乐。尤记得所有比赛
结束后的志愿者庆功会，与
朝夕相处的主管和同伴们擦
身而过，互相点点头，却是
无声胜有声。这是对我们20
多天来努力的肯定，这让我
无比清楚的意识到，在这个
秋天，我收获了知识，收获
了自信，还有一份沉甸甸的
友情。

去年中网的那抹鲜红让
我深深感动。当座无虚席的
体育场逐渐安静，当器材室

的器械被码放得整整齐齐，
我总是感叹志愿者的力量。
这背后是志愿者的汗水在闪
光。“每一个人，一样有
用，自告奋勇，不约而同，
忘了自己，宽了心胸，谁曾
经努力过都不普通，付出过
多少都举足轻重……”歌手
周华健在奥运之年创作的歌
曲，每一个音符都洋溢着志
愿者的心声：我是明星，点
缀天空！

08中网正向我们走来，
但愿我们每一个志愿者，都
能在参与中感知你我，在努
力中收获幸福！用我们的无
悔付出，“把汗水融化成满
脸笑容，让旗帜飞扬到南北
西东！”

北京体育大学
陈晓明

又到一年中网赛时！
走进久违了一年的办公

室，思绪却飘回了一年前。
回想去年的这个时候，自己
作为一名平凡的志愿者，来
到了中网组委会，并获知自
己的第一份志愿者职务是办
公室助理。体育类高校的学
生，哪一个不对职业体育赛
事有着强烈的向往和好奇心
啊？那么多魅力四射个性张

扬的球员在场上捉对角逐，
自己却只能与复印传真文件
表格为伴，心中难免泛起失
落。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
作的展开，我却越来越喜欢
那个吵杂狭小的办公室。一
方面，志愿者岗位没有高低
之分，观众服务能与大家同
乐，交通安保任重道远，商
务销售技能与耐心兼具，球
员服务细致周到有度。大部

九月十八日上午，中网组委会主任、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中网组委会主任、北京
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蔡赴朝在组委会执行
主任孙康林、组委会秘书长张雅宾等领导的陪
同下视察了中网的筹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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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网公开赛的临近，所有志愿者都在紧锣密鼓的作最后的准备，现
在一部分志愿者已经身着整齐的志愿者服装，佩戴上了中网的志愿者证件。
然而，为了保证在赛前就把志愿者的物资发放到位，志愿者处的志愿者和工
作人员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大多数志愿者未到场馆之前，志愿者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早已忙

碌在场馆里。从把所有志愿者服装搬到办公室、开箱、核对数量、到按照不
同业务口的人数、服装型号一一分出来，每件事情都微不足道，但是一件件
小事组合起来却是一项大工程。除了服装，还有所有志愿者的证件，都要按
照部门分开，保证志愿者上岗时能及时拿到证件，顺利进入场馆。志愿者处
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每天重复着单一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懈怠之意，以一
种志愿的心态、合作的心态、快乐的心态迈开了志愿者处工作的第一步，也
徐徐拉开了中网公开赛的序幕。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杨海颖

首席赞助商

19日天气白天 多云 北转南风2、3级 27摄氏度

晚上 多云 南转北风1、2级 17摄氏度



2008中国网球公开赛
志愿者班车线路
（9月20日班车时刻表）

欢迎来稿，稿件请投至：
volunteering@chinaopen.com.cn
择优选用将赠送丰厚礼品

获得中网冠军最年轻的男女球员分别是谁？获得冠军时的
年龄分别是？

答案 姓名 联系电话

请将此处剪下，在20日晚上8点前投递到116（志愿者办公室），每人
限投一份。 22日上午10点在116房间抽取一名答对问题的幸运志愿
者，礼品丰厚。

有

奖

问

答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朝阳区号郎辛庄
茶家东路1号

8:30匠心之轮

北三环西路11号7:45首都体育学院

线路六：首体院-北京网球中心
（匠心之轮志愿者培训）

光彩路1号16: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西三环辅路
紫竹桥西北角15: 108: 10紫竹桥

北三环西路11号14: 307: 30首都体育学院

线路五：首体院-紫竹桥-北京网球中心

光彩路1号16: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东三环辅路
燕莎桥西南公交车站

班车车站
15: 108: 10亮马桥站

北三环西路11号14: 307: 30首都体育学院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线路四：首体院-亮马桥-北京网球中心

光彩路1号16: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清华大学东门14: 407: 40清华东门

清华大学东北门14: 307: 30清华大学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线路三：清华大学-北京网球中心

光彩路1号16: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国贸西南角
班车站15: 108: 10国贸

传媒大学南门15: 008: 00传媒大学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线路二：传媒大学-国贸-北京网球中心

光彩路1号16: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主楼门前15: 158: 15北京

石油化工学院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线路一：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网球中心

备注：日班返程班车16：30发车返回，夜班班车
比赛结束后的球员新闻发布会后发车返回。

China Open 2008-9-19

当你走进中网公开赛的比赛
场地，看到一切都井然有序的期
待着赛事的到来，你能想象到是
我们场馆里的魔术师用油漆和刷
轴刚刚完成的小魔术吗？

泼上蓝色的油漆，雪白的滚
轴徐徐滚动——内场完成；泼上
绿色的油漆，雪白的滚轴徐徐滚
动——外场完成；整齐的刷子沾
上白色的油漆，然后横一条、竖
一条——底线、边线、发球线也
画好了；最后在中间装上一个网
柱，挂上球网。恩，网球场变出
来啦！很神奇吧！工人师傅们的
汗水在阳光下淌落。一切都是为
了我们共同的目标，一届更完美
的中网。

历届冠军（男子）

男子单打：冈萨雷斯（智利）

男子双打：德沃斯特（南非）

费舍尔（澳大利亚）

2007

男子单打：巴格达蒂斯（塞浦路斯）

男子双打：布帕蒂（印度）

安西奇（克罗地亚）

2006

男子单打：纳达尔（西班牙）

男子双打：基梅尔斯托布（美国）

海利（澳大利亚）

2005

男子单打：萨芬（俄罗斯）

男子双打：基梅尔斯托布（美国）

奥利弗（美国）

2004

女子单打：扎维（匈牙利）

女子双打：庄佳容（中国台北）

谢淑薇（中国台北）

2007

女子单打：库兹涅佐娃（俄罗斯）

女子双打：帕斯奎尔（西班牙）

苏亚雷斯（阿根廷）

2006

女子单打：基里连科（俄罗斯）

女子双打：维维斯（西班牙）

卡比奇（委内瑞拉）

2005

女子单打：塞. 威廉姆斯（美国）

女子双打：萨芬娜（俄罗斯）

加格里亚蒂（瑞士）

2004

历届冠军（女子）

无

无

mailto:volunteering@chinaope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