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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运会
全运村昨正式开村

村报讯 8 月 22 日上午，第

十三届全运会全运村举行开村

仪式，以此为标志，全运村正

式开村纳客，竭诚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体育代表团、技术官员

和媒体记者提供高水平、高质

量、高效率、高规格的生活服务。

天津市副市长孙文魁，市政府

副秘书长李福海，全运会组委

会执行副秘书长马政，河西区

区委书记、全运村村长贾凤山，

区委副书记、区长、全运村常

务副村长李学义，首席技术专

家刘清早出席开村仪式。区委、

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

协等相关负责人及驻村的组委

会竞赛组织部、新闻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开村仪式。

上午 9 点，开村仪式在庄

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声中开始，全体人员面向国旗

肃立，凝望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徐徐升起。贾凤山致欢迎

词，祝全体运动健儿在赛场上

超越自我、捷报频传，祝各位

教练员、裁判员、新闻工作者

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在河西

度过美好时光、留下难忘记忆。

随后，孙文魁向贾凤山交付全

运村钥匙，并宣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全运村

开村”。开村仪式接近尾声时，

舞台大屏幕播放开村仪式短片，

在全运会会歌的旋律中，大门

徐徐打开，天津风光、全运会

场馆、全运村村景及全运会标

志，一帧帧画面激荡起一股股

豪情，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了解，全运村坐落于天

津市河西区，东起林海路、西

至梅林路、南到南兴路、北达

渌水道，由运动员村、媒体村

和技术官员村三村构成，建筑

面积为 71 万平方米，包含 81

幢公寓楼。全运村是专门为参

加第十三届全运会各项赛事的

约 18000 名运动员、技术官员

和新闻工作者提供综合性生活

服务的崭新社区。在住宿服务

方面，全 运村将 提 供每天 24

小时运营的公寓房服务、村民

问询服务、洗衣服务、公寓房

物品配备等服务。每套公寓房

还为入住人员配备生活常用物

品。餐饮方面，全运村设运动

员餐厅、技术官员餐厅和媒体

餐厅，均设置热餐、冷餐和饮

料三大餐区，采用半自助餐形

式供餐，特殊情况还按需供餐。

“三村”餐厅中都设有相对独

立的清真餐区 , 还提供免费夜

餐。医疗和交通服务方面，“三

村”均设置医疗站，由临床经

验丰富的医务人员驻村，为驻

村持证人员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门诊、24 小时急诊及救

护车转运服务。商业服务方面，

在提供吃、住、行等基本需求

外，全运村还提供生活服务配

套类、土特产商品类、地方民

俗文化类、休闲养生娱乐类、

科技创意体验类等五类商业服

务业态。文化娱乐方面，全运

村设置了运动员村文化广场、

“三村”文化驿站、西岸书斋、

活力空间等文化设施，提供十

余场文艺演出与广场电影，安

排津味非遗展、剪纸艺术展等

形式多样、丰富新颖的文化设

施及活动内容。

2017 年 8月18 日，对于河北省代表团男

子橄榄球运动员杨旭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相信，这会让他铭记一生。这天，全运村工作

人员为他庆生。他也是全运村开村以来第一位

过生日的运动员。

当天中午时分，橄榄球队训练结束后正在餐厅用

餐，此时，服务人员唱着生日歌为杨旭端来了长寿面，

并齐声送上生日祝福。从领队到队员，再到杨旭本人，

都因这份突如其来的祝福而倍感惊喜。

随后，杨旭走进志愿者之家生日小屋，志愿者送

上的生日贺卡让他欣喜不已。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杨旭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开始了 DIY 印章手作、生日礼品

派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团扇的制作……每一个环节，

他都做得格外认真；一个个项目做下来，杨旭的表情

始终萌萌的。这个朴实的小伙子说，其实自己很太紧

张了，也很兴奋，天津人太热情了，这么多人为他过生日，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在全运村生活真的特别开心，今天

实在太幸福了！

当天下午，杨旭在微信朋友圈里留言：今天生日

太激动了！第一次接受这么多的采访！好多镜头冲着

我！感谢天津全运村的领导与志愿者！感谢你们陪我度

过 21岁生日！                                                撰稿 /陈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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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下午，运动员村志愿者

之家的每一个小屋都有三五成群的

队员在体验：上海曲棍球女队的队

员们在体验动感 VR，还有几名队员

在生日小屋合影自拍；解放军女篮的

队员们在认真地做津派面塑、古法

造纸……

对面的博大动漫体验馆里，跳

水队女队员们正在抓娃娃机前玩得

不亦乐乎；旁边的中国邮政里，赛

艇队的队员们在找寻自己项目图案

的钥匙链，萨马兰奇纪念馆里，几

名队员正在静静浏览，从中感受奥

林匹克精神的精髓。

沿着 道 路向东直行，狗不 理、

兴家民俗博物馆、天津杨柳青画社、

剪布肖、七彩云南……特许商品、民

俗文化、品牌展示等商业服务站点，

能够看到众多运动员不时驻足。

在麦李园文化驿站的津味非遗

展区，展示着食品、传统手工技艺、

民间美术等非遗内容。骑着摩拜单

车来的跳水运动员杨健被展示柜里

的桂发祥大麻花所吸引 ：“2008 年曾

吃过，很好吃，好想吃一口”，对着

大麻花，他露出孩子般渴望的眼神。

紧邻的剪纸艺术展区，剪纸传

承人现场传授剪纸技法，中午刚刚

进村的解放军女篮选手叶蕾与三个

队友正在这里津津有味的体验，她

们表示剪纸很有趣，虽然曾经也看

过，但每次感觉都是一样的新鲜。

从 8 月 15 日运 动员村开村后，

训练之余，运动员们或者一个人，或

者三五成群参与各种体验项目放松

身心。从采访中了解到，动感 VR、

剪纸、纸扇等项目最受队员们欢迎。

有些队员更是各种项目都积极体验，

13 岁的刘家泠就是其中之一。在一

些体验活动的签名簿上，总能看到

她的名字。这个上海跳水队的小姑娘

展现出的可爱和活泼令人难忘。常

常能见到她和相熟的几个小伙伴一

起体验，每次都是她第一个去尝试，

不少体验活动她都信手拈来，动作

熟稔，时不时地还要教教小伙伴。

小姑娘脸上始终带着可爱的笑容，

欢快而生动。

每到黄昏时分，秋天的凉风吹

来，此时是运动员村里最热闹的时

候，训练比赛归来的运动员们纷纷

走出房间，徜徉在全运村宽敞整洁

的路上，偶尔体验观赏文娱项目，

消除一天劳累，让自己在全运村的

生活增添了亮晶晶的色彩。

撰稿 / 陈致宏

快乐多

温馨全运村
    打造“温馨全运村”，这是全运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追求目标。

开村几天来，全运村运行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无不诠释着“温馨

全运村”是一种行动。

8月17日晚上 6 点多，入住人员抵离管理

中心技术官员村迎送组负责人裴菲，紧急联系

村委会商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周晓培，说几

位教练需要帮助改裤子，询问有无相关的商户。

“三村”中有洗衣服务，但是没有改裁服装的

服务项目。周晓培立刻联系尚未开门营业的媒

体村伊尔萨洗衣店。该服务网点负责人当即表

示可以送到工厂改裁，并免费提供服务。转天

中午 12 点，裁缝吴师傅赶到村里，现场为技术

官员量尺寸。晚上 6 点多，裁判们回来，裴菲

亲手把改好的裤子送到房间。裁判们表示改完

特别合适，很满意。不论是第一时间行动的裴

菲，还是商业服务中心的周姐，还有服务行业

的孙经理、吴师傅，每个人都在接到电话后一

刻也不耽误地去帮助解决。用裴菲的话说，虽

然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但是作为全运村的一名

工作人员，应该为客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撰稿 /陈致宏

量体裁衣 急寻充气装备

8月19 日上午，一个电话

牵动了商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的心。

当天，总值班室来电询问

运动员村是否有出售球类充气

筒和气针的店铺，安徽男排

临时要为排球充气。商业服

务中心立即与华润万家超市

联系。在得知没有此类物品售

卖的情况后，为了不影响运动

员的训练和比赛，中心迅速派

人外出购买，购买无果后，又

及时与专业运动队——权健

足球俱乐部联系， 30 分钟后

就将充气装备送至运动员村

商业服务中心。随后运动员们

及时进行排球充气，确保了正

常的训练。        撰稿 /陈致宏

村报讯 8月 21日下午，

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张平一

行莅临全运村，参观运动员

村文化驿站、志愿者之家及

媒体村，对全运村的准备工

作予以肯定，鼓励志愿者们

用心做好服务，为未来人生

积累宝贵阅历，为社会建设

积蓄坚实力量。区委常委、

副区长、全运村执行副村长

陈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于有香陪同。

在全运村服务中心，张

平听取了全运村“三村”设

施建设和文化志愿服务以及

安保、交通、餐饮、住宿等

服务中心运行机制的介绍。

随后，来到运动员村文化驿

站和志愿者之家，体验数字

摄影互动，详细了解文化驿

站的设计理念及互动环节。

在志愿者之家，张平与志愿

者亲切交谈，希望他们能够

在全运会志愿服务中开阔视

野、增长才干，提高自身素质。

张平还参观了媒体村的现代

文化雕塑，认为全运村设施

建设齐全，文化氛围浓厚。

民盟中央副主席一行
参观全运村

尊敬的组委会各位领导，

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新闻工作者，

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第十三届

全运会全运村开村仪式，标志着河西区正式打开全

运村的大门，广纳八方宾朋。在此，我谨代表全运村

村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代表百万河西人民，对大家

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举办全运会，是中央赋予天津的特殊使命；办好

全运村，是市委、市政府对河西区的殷切重托。河西

将秉持“温馨全运村，圆梦全运会”的办村目标，全

力以赴，精益求精，为大家营造安全、舒适、温馨的

生活环境，提供热情、周到、便捷的优质服务，向入

住全运村的所有宾朋，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住进全运村，都是河西人。全运村是大家在竞

赛之余放松身心、切磋技艺、追逐梦想的共享空间，

也是朝夕相处、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共有家园。希

望大家在全运村住得舒心、吃得放心、感受真心、

处处安心，享受到家的周到与温暖。一家人不说两家

话，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提高服务质量，

提升工作水平，把全运村办得更好，让温馨全运村成

为河西、成为天津、乃至中国体育运动史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

同志们，朋友们，全运会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

们架起友谊的桥梁、共享运动的激情、共赏津城的魅

力，用我们的共同努力，点燃华夏儿女的炽热情怀，

凝聚炎黄子孙的共同期待，以全运会的圆满成功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最后，祝全体运动健儿在赛场上超越自我、捷

报频传，祝各位教练员、裁判员、新闻工作者，工作

顺利，生活愉快！祝所有朋友们，在河西度过美好时

光、留下难忘记忆！

谢谢大家！

全运村开村仪式欢迎词

中共河西区委书记、全运村村长  贾凤山摄影 /张颖 孟庆生  撰稿 /刘航 摄影 /张颖 孟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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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村仪式 纷至沓来

8 月 22 日全运村正式开村之

日，《全运村报》同步在运动员村、

技术官员村、媒体村开始投递。

据 了 解，《 全 运 村 报 》 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创 刊 首发，到

全运会结束预计共出刊近 30 期。

负责投递工作的是来自南开大学

滨海学院的 16 名志愿者。每天

上午，志愿者将报纸分别投送至

“三村”61 个服务站，各服务站

的一楼大厅放有报架，方便宾客

随时取阅。

村报讯 8 月 20 日，作为全运会提前比

赛的项目，男、女子橄榄球决赛在天津静海

团泊体育中心橄榄球场进行。

运动员村餐厅负责为橄榄

球比赛参赛人员供餐，这

是本届全运会全运村第

一次对比赛场馆配送

食品。

按照赛会食

品 安 全 保 障

规定，配送

食品烧熟至食用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2 小

时，为此，工作人员争分夺秒。上午11 时45 分，

包括热菜、主食、水果等在内的 9 个种类、

187 份配餐，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人员的监

督下制作完成，并封入 11 个保温箱。12 点

15 分，在一名专职保障人员的监督下，配送

食品全部安全到达指定地点，顺利移交给

赛场食安监管人员，实现了全程无缝衔接，

科学监管。12 点 30 分，比赛间歇的运动员

们吃上了热腾腾的可口饭菜，他们表示对全

运村餐饮服务非常满意。            撰稿 / 万彤

运动员村餐厅为橄榄球决赛现场配餐

“天津女排来了！”8月 19 日晚上 7 点，

运动员村入口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纷

纷互相转告，对于天津人自己的这支荣誉

团队，对于女排姑娘，天津人有着特殊

的感情。

主教练王宝泉第一个大步通过安检

进入全运村。从进村那一刻，“气氛就不

一样，有到家的感觉”，王宝泉表示，天

津女排正在调整期，“现在是比较困难的

阶段，此次在自己家门口比赛，我们一定

会发挥出实力和水平！”

女排姑娘们来到入住房间，魏秋月

忙着挨屋开窗通风。对于入住全运村，她

表示非常开心，全运村给她的第一感觉

是非常舒适，服务也很好。谈到自己的伤

病，她说目前状态不是最佳，但她会发

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这是魏秋月第四次

参加全运会，赛事过后，她就要退役了。

我们也预祝女排姑娘们克服困难，打出

精气神，力争取得好成绩。撰稿 / 陈致宏

“进村的时候就有一种到家的

感觉，这里的硬件和生活设施非

常好。”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笑得那么

亲切，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工作

能力也很强，为他们点赞！”

8月 20 日，全运村媒体村迎来

了首批入住团队，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周到、细致的服务让来自央视一

线采编和技术保障部门的 255 名工

作人员充分感受到了“温馨全运村”。

当天，入住人员先后分四批乘

坐大巴抵达全运村。首批入住人员

一下车，就受到了媒体村工作人员

的热情迎接，早已等候在安检处附

近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石刚和河西

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全运村

媒体村村长杨志庆为他们举行了简

短的欢迎仪式。随后，电动摆渡车

将客人送到所住小区入口，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也将行李包裹送到了相

应的房间，并协助办理入住手续。

简单的整 理与休息过 后，媒

体工作人员们陆续前往媒体村餐

厅就餐。这也是媒体村餐厅迎来

的第一批用餐的媒体记者，餐厅

提供了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可口菜

肴，更有多款饮料可供饮用。餐厅

的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餐厅

负责人还向前几位用餐的记者赠

送了纪念品。

在雀榕园里，记者采访到央视

工作人员朱文韬，他主要负责央视

体育频道的节目播出。“这里挺好

的，条件不错。细节上也很到位，

下楼还有个跑道，休息的时候能锻

炼一下身体，还有晾衣架、洗衣机

和洗衣液等，很是人性化，感觉很

贴心。”朱文韬如是说。

撰稿 /郝培杰 万彤

8月19 日晚 7点，身着蓝白色运

动衣的香港男子手球队出现在运动

员村安检通道。这是第一支到来的

香港运动队，也是港澳台地区第一

支入住全运村的运动队。

一行 19人中，大多数队员很少

来内地，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天津。

领队是位健谈的长者，10 天前刚来

过天津，问到对天津的印象，“风景

很美、吃得好”，说完他还特别补充

狗不理包子很好吃。该队队长介绍，

他们是以预赛第六名的成绩进入的

决赛，这次的目标是想争夺奖牌。

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服

务下，香港手球队顺利进入所住园

区房间，因为普通话说得不是太好，

队员们用简短的几个字表达着对全

运村的第一印象：很开心，很好，房

间很舒适，服务很贴心……

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感受到香

港的小伙子们非常有礼貌，会和记

者主动打招呼，虽然语言不是很通，

但他们都很活跃，与我们交流时很

兴奋，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随着开幕式的临近，后续还将

有香港代表团其他项目运动队入住

全运村。                         撰稿 /陈致宏

天津女排来了

首支香港运动队入村媒体村迎来首批入住团队

摄影 /张颖 孟庆生 

8月 21日，由新华社、旅游卫视、

澎湃新闻、天津卫视等中央及部分

省市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造访全

运村。本次活动，旨在全方位、多

角度报道全运村筹备工作成果，积

极营造迎全运的良好舆论氛围。 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全运村执行

副村长陈勇接待了采访团一行。

作为“走进天津，感受全运”

采访活动的一站，全运村的整体筹

备工作自然受到中央及省市媒体的

热切关注。当天上午，采访团一行

30 余人在全运会组委会和全运村相

关中心负责人的陪同下，先后来到

全运村服务中心、运动员村志愿者

之家、运动员宿舍和文化驿站，共

同感受全运村硬件设施的完备和服

务的细致入微。在全运村服务中心，

一行人了解了全运村从筹建到正式

启用的概况，其中包括全运村“三村”

布局以及各村文化、志愿服务的开

展情况和生活设施及商业业态的运

行情况。针对记者们较为关注的问

题，如全运会开幕后，安保、交通、

餐饮、住宿等服务中心如何做好保

障等，全运村有关负责人一一进行

了解答。随后，采访团一行来到安

保中心，参观 LED 实时监控大屏，

部分媒体记者就人防、物防、技防

等问题进行了专访。通过亲自感受，

采访团成员表示，全运村从硬件到

软件，处处体现着周到和贴心，希

望在入住之后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细

节。他们还表示，采访中，更多地

感受到了全运村浓郁的文化氛围和

人文关怀。

中央及部分省市媒体采访团到访

走进天津  感受全运

摄影 /张颖 孟庆生 

开村啦

欢迎媒体记者

▲整装

王宝泉接受采访

《全运村报》昨起覆盖“三村”

擂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