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中网 志愿先行
0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即将拉开帷幕，一切都已
整装待发。不仅仅是场馆
等硬件，我们的志愿者们
也已经跃跃欲试了。
从8月底的培训开始，

志愿者朋友们就开始全身
心的投入中网，可谓是志
愿者先行一步了。中国网
球公开赛志愿者处在今年
中网志愿者的四个主责高
校分别举办了通用知识的
培训。整个培训过程形式
多样，有讲座、有答题。
另外互动环节不仅复习了
讲座的知识，而且充分调
动了志愿者的积极性、参
与性和主动性。
今年的中网志愿者中

有一部分也是奥运会的志
愿者，他们刚刚离开奥运
赛场，马上就投入到了中

网的准备工作中。他们纷
纷表示，要把志愿者的微
笑从奥运带到中网，让国
际友人再一次感受中国人
的热情。当然也有一部分
是没有搭上奥运末班车的
志愿者，他们同样优秀！
对这次的中网志愿者服务
机会，他们倍加珍惜。培
训时大家都很早到达培训
现场，提前做好准备；培
训会上所有志愿者都积极
参与每个环节，提问、互
动、简单游戏……培训会
上大家在一片其乐融融的
气氛中学习了网球运动的
历史、观赛礼仪以及证件
代码的含义等等，同时还
演练了志愿服务中的实践
技能，大家对于之前不太
了解的东西还作了详细的
笔记。

9月18日开始，志愿
者们将迎来进馆的岗位培
训。他们将在各自岗位上
接受针对性更强的培训。
从检票到座席领位，看似
简单的工作要想做到尽善
尽美都有许多不能忽略的
细节。这最后的两天是查
漏补缺，更是追求卓越！
相信有这样认真、热情并
且练有素的志愿者队伍，
今年的中网一定会更加精
彩！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沈潇雅

说起来我也是一名老
志愿者了，我参加过很多
志愿服务工作，主要包括
奥运会篮球馆的志愿服务
和中网的志愿服务，而且
现在也是北京志愿者协会
的大型活动长期志愿者。
对于中国网球公开赛，我
更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验主
要是三个关键词：责任、
纪律和合作。
一、责任
责任，我觉得是作为

一名志愿者最重要的。做
一名志愿者可以有各种各
样的动机，只要你的动机
是对他人无害的，没有什
么对错可言。但是只要你
参与到志愿服务工作中，
那么在你的岗位上，对你
所从事的志愿服务工作就
应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
中，我的工作是在五棵松
篮球馆做技术官员更衣室
管理，这个工作从岗位要
求上非常简单，只要保证
没有闲杂人等进入裁判更
衣室就可以了，也就是看

住门。但是我的经验就是：
再小的事也要全身心投入去
做精、做好。于是裁判的饮
用水、浴巾发放，裁判赛前
五分钟入场提醒，甚至赛后
更衣室内物品检查工作我都
细致做好，只要我当班，裁
判就不需要跑出去要什么东
西，我记住了其中一位年龄
较大的裁判脚踝有伤，每到
比赛结束他都会要冰敷脚。
于是每次他执哨，赛后我都
会提前去把冰拿来，在更衣
室门口等他，亲手交到他手
上。他每次都非常感激地跟
我道谢，临走的时候还给我
一个深深的拥抱，并说道：
伙计，祝你好运！
二、纪律

其实，如果你有了强烈
的责任感，大多情况下都会

遵守纪律，服从管理。但
是，我们在体育赛事中，
在巨星云集的赛场里，有
些同学会不会激动地忘记
了自己的志愿者身份呢？
在这么多诱惑面前，如何
做到理智、自律，时刻记
得自己的职责、纪律，记
得自己代表的是自己的国
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合作

无论是奥运会，还是
中网，我们都需要跟不同
学校、不同省市，甚至不
同国家的人打交道。我们
应当抱着一个合作的心态
去与他人交流与沟通。

去年中网，整个志愿
者队伍中只有几个首体院
的学生。我的岗位又是最
经常与志愿者打交道的服
务工作。除了为志愿者发
放物资和解决工作中的问
题，还需要协调组委会中
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与志愿
者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
下，完全是靠着与他人合
作的精神来做好自己的工
作。

首都体育学院
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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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ace的创刊日，同时是4位志愿者朋友的生日，他
们是：

李晓菲 首都体育学院
邢格华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王军利 北京传媒大学
夏 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网组委会代表中网组委会和所有中网志愿者祝他们在这个

特殊的生日里幸福、快乐！

中网 知多少
作为年度性质的亚洲顶级

国际网球赛事，中国网球公开
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网球迷的
广泛关注，同时它也是2008奥
运会后北京标志性的大型国际
体育赛事。

2008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
2008年09月20日—28日在北京
网球中心隆重举行。08年的中
国网球公开赛将实施一项重大
改革：ATP国际系列赛和SEWTA
二级赛同周期举行。赛事也将
继续迎来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两百名男女球员参赛，分
别角逐男子单打、男子双打、
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四项冠军
锦标头衔。

连续四年中网成功招募志
愿者来支持赛事运作。07年超
过四百五十名志愿者，平均每

人贡献一百二十小时以上的
工作时间。今年中网招募了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首
都体育学院、北京大学阳光
志愿者协会的高校大学生以
及近百名社会志愿者，共计
五百三十名。我们志愿者工
作范围广泛，主要工作领域
为球员服务、竞赛服务、新
闻媒体服务、志愿者服务、
商务服务、安保服务。志愿
者已经成为了China Open赛
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中国网球
公开赛的国际形象。

今天距离中网开赛

还有2天

2008年9月18日 第一期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办



2008中国网球公开赛
志愿者班车线路
（9月19日班车时刻表）

自2004年中网举办以来，以

国际高水平赛事运作的中国网球
公开赛邀请的球星排名都在世界
前列。中国观众通过中网近距离
认识并近距离接触了纳达尔、萨
芬、莎拉波娃、大小威廉姆斯、
达文波特等众多世界顶级优秀球
员。并且，每年中网引进的世界
顶尖运动员都保持百分之三十以
上的更新率，今年也不例外。作
为升级前夜的最后预演，今年中
网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强阵容。囊
括了当今网坛大部分当打选手，
势必带来奥运会后最精彩赛事。

根据中网组委会最新公布的
正选名单，最晚报名的毛瑞斯莫

因错过截止时间未能进入女子
正选名单。但由世界第一领衔
的女子21人队伍仍迎来了升级
前的中网最强阵容，选手世界
排名全部在40位之内，囊括前
十强选手中的六位，前二十中
的11名，前三十中的16名，中
国选手郑洁幸运获得最后一个
席位。塞尔维亚姐妹花伊万诺
维奇、杨科维奇，俄罗斯红粉
库兹涅佐娃，2008赛季女子网
坛最大黑马萨芬娜，波兰天才
少女A-拉德万斯卡，以及俄罗
斯郡主查克维塔泽、斯洛伐克
长腿美女汉图楚娃、中网卫冕
冠军扎维、法国小将科内特均

榜上有名。
男子21人正选名单由目前世

界排名第五的西班牙人费雷尔领
衔，囊括了美国甜心罗迪克、法
国神奇小子加斯奎特、中网卫冕
冠军冈萨雷斯和西班牙人罗布雷
多等诸多当今网坛当打高手。此
外，德国老将基弗、克罗地亚新
秀西里奇、德国“雨人”舒特勒
和西班牙人费雷罗也顺利入围。
中华台北选手卢彦勋则成为正选
名单中亚洲惟一代表。另外一位
亚洲选手韩国人李亨泽未能进入
正选名单。也云集了费雷尔、罗
迪克、加斯奎特等多名世界排名
前二十位球星。

欢迎来稿，稿件请投至：
volunteering@chinaopen.com.cn
择优选用将赠送丰厚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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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比赛日哪场比赛的用时最长？

答案 姓名 联系电话

请将此处剪下，在19日晚上8点前投递到116（志愿者办公
室），每人限投一份。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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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停车地点下午上午站名

14: 00 光彩路1号9:00北京网球中心

北三环西路11号12: 457: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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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西三环辅路
紫竹桥西北角13: 108: 10紫竹桥

北三环西路11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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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东三环辅路
燕莎桥西南班车站13: 108: 10亮马桥站

北三环西路11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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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清华大学东门12: 407: 40清华东门

清华大学东北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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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9: 00北京网球中心

国贸西南角
班车车站13: 108: 10国贸

传媒大学南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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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9: 30北京网球中心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校车车库前13: 158: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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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程班车时间表：上午：11：00   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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