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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2日 第五期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办

中国网球公开赛

开幕第三天

08：00—11：00 阴有小雨转多云

偏北风2、 3级

18—23 ℃

11：00—14：00 多云转晴 偏北风2、3间4

级 21—25 ℃

14：00—17：00 晴间多云 偏北风2、3级

25—21 ℃

17：00—20：00 多云间阴有阵雨

偏北风2、3级 21—18℃

20：00—23：00 晴间多云 偏北风2、3级

21—18 ℃

22

日

（本报 9月21日
讯 元小欣） 北京时间 9
月21日上午，中网志愿者
处工作人员先后来到中成
天坛假日酒店和“匠心之
轮” ITF巡回赛青少年组
比赛现场，慰问在外围赛
场工作的志愿者，仔细询
问了工作上的困难，并听
取了他们对志愿者后勤保
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外籍球员的陆续
到达，服务于酒店和机场
的志愿者早在 9月17日就
开始上岗。当记者到达设
在酒店大厅的志愿者服务
处时，两名志愿者刚为一
名美国球员预约完训练场
地，确认到比赛现场的运
动员班车情况。而位于东
五环外的“匠心之轮”青
少年巡回赛比赛现场，来
自首都体育大学的志愿者
也在各自的岗位上辛苦工

作。当志愿者处领导得知这
里的志愿者饮水供应不足和
吃不到晚饭等情况后当即协
调相关部门解决。志愿者刘
柏涛代表服务巡回赛的全体
志愿者感谢中网志愿者处领
导对他们的挂念，他表示一
定会再接再厉，任劳任怨，
为中网青少年巡回赛贡献自
己的力量。

服务于机场、酒店和
“匠心之轮”分赛区的志愿

9月20日是我们中网
组委会办公室的志愿者正
式工作的第一天。此刻，
夜阑人静，我开始回顾这
匆忙的一天，感觉很累，
但也很温暖。

当我们参加中国网球
公开赛的开幕式时，主持
人说，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
服务在我们中网各个岗位
的志愿者。然后，全场就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抬
起头，看见现场的观众向
我们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那一刻，我的内心真的很
温暖。从那些真诚的掌声
和目光里，我感受到的是
一种尊重，是一种承认，

是一种肯定，于是所有琐
碎中的忙碌，所有大材小
用的抱怨，所有等待中的
无聊都一扫而空，因为那
一刻我知道，我们是被理
解的，是被重视的。

当我置身于忙碌的办
公室，看着来来往往穿梭
的人群，常常感到手足无
措，对于工作人员交待的
事情有时还不太会做。这
时，首体的志愿者常常会
在一旁善意的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这
种时候，我们是如此之深
的感觉到什么是志愿者，
什么是志愿者精神——那

就是当大家因为共同的目
标走到一起去为社会服务
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分学
校，不分团体——我们已
经是一家人！

中午吃饭时，办公室
的同事帮我们领了饭票。
知道我们对网球中心的地
形不熟悉，他跟我们一块
去吃饭，坐在闷热的帐篷
里静静的等我们吃完，然
后带着我们回去。我们知
道，所有的这些都不是他
职责之内的事，但他还是
默默地做了，没有丝毫的

抱怨，也没有丝毫的张扬
和做作。我们知道，那是
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善良。

一天下来，我已经收
获了很多。比如真挚的友
谊，无声的关心，默默的
帮助，善意的提醒，真诚
的感谢……而我们能做的
就是更加努力的自觉地去
工作，去展现我们传媒大
学的志愿者的风采，去为
中网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
力！

——办公室助理志愿者的第一天
中国传媒大学 刘少军

——中网志愿者处工作人员慰问外围赛场志愿者

尖叫、国旗，专业球迷拥有这些似乎还不够，一身职业的装备还有必要将自己
的脸蛋和肢体“贡献”出来，彩绘上一些明显的图案，一看便知道你是“奶粉”还
是“糯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彩绘志愿者，感受他们的热情。
记 者：彩绘很漂亮，你们是专业的吗？
于晶晶：谢谢！也不是专业的，就是比较喜欢，有热情去做，当然也有一些画画的

功底。其实刚来的时候也不太会，画得也不太好，慢慢就好了。
记 者：你们这里装备式样很全啊，除了咱们中网的一些logo的样板，还有各个国

家的国旗的样板，哪些图案比较受欢迎啊？
于晶晶：中网的logo很受欢迎，中国的国旗也有很多人画，因为毕竟中国的观众比

较多。不过也有一些网球迷会挑自己喜欢的球员国家的国旗画。
记 者：观众们都挺有热情，你们这一直很热闹吧？
于晶晶：嗯，观众挺喜欢的，因为看球嘛，要热情，这样显得更热闹。也有些观众

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就愿意试试。
记 者：你们画一面国旗大概要多少时间呢？人多的时候一直画会不会很累？
于晶晶：简单的3、4分钟吧，复杂一点的就4、5分钟。有的时候弯着腰一个姿势久

了是有点累，不过看着观众特高兴我们就特高兴，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
值。

记 者：有没有一些观众对彩绘还不太了解，害怕颜料对身体有不好，然后问你们
很多奇怪的问题啊？

于晶晶：还好吧，很多观众比较关心怎么洗掉，还有蹭掉了怎么办，对于颜料还比
较放心。然后，我们告诉他们用温水特别好洗，一冲就掉，他们就很放心
的让我们画。他们都挺信任我们的。

记 者：你觉得做彩绘这个工作除了要一些绘画功底之外还需要什么？
于晶晶：我觉得热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画一样的东西，比如昨天，画了一下午

中国国旗，如果没有热情的话很容易腻，只有保持这份热情，才能保证质
量。当然，也需要耐心和细心吧。因为画在皮肤上跟画在纸上不一样，观
众免不了会动，尤其是小朋友，不过观众们都挺理解我们的，很配合。

记 者：嗯，热情和细心，总结得很到位。其实做志愿者，无论在哪个岗上，都需
要这两个词。已经耽误你很久了，不打扰你工作了，祝你这几天的志愿服
务顺利！

者属于外场志愿者，他们接
触不到中网比赛现场和丰富
多彩的嘉年华活动，但是他
们对此表示理解，并没有怨
言。正如服务于中成天坛假
日酒店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王梦岘所说：“大型赛事本
来就很复杂，每个岗位都是
不能缺少的环节。安心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中网成功
也有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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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稿，稿件请投至：
volunteering@chinaopen.com.cn
择优选用将赠送丰厚礼品

获得中网冠军年龄最大的男女球员分别是？

答案 姓名 联系电话

请将此处剪下，在22日晚上8点前投递到116（志愿者办公室），每人
限投一份。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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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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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pen 2008-9-22

历届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数据

马一源 尹霏王世欢王丝 王圣 王玉龙 王立思 王旭 王启皓 王宏真 王志刚 王祎楠 王贺
颖 王倩 王紫龙 王静王璐 王瀛 冯瑶 叶妮娜 叶鹏 田兴霞 石燚 刘书宇 刘方舟 刘亚东
刘凯 刘香月 吕尤 孙盼盼 孙涵 朱永旭 朱立娇 许志刚 许曾 邢宇飞 邢格华 齐春亮 余潇
佟健勇 吴可铮 宋飞 张冉 张亚男 张旭 张宝 张海渤 张捷飞 张超 张雯 张蕊 李亚博 李志
峰 李京龙 李佳 李宗敏 李林 李林 李思萌 李雪婧 李晶 李淼 李嘉慧 杨天骄 杨帆 杨
丽雯 杨城 杨海颖 杨腾 沈潇雅 轩艳虎 邵旭彤 邹国际 陈木兰 陈红革 陈菲菲 周岩 周洋
周珊 孟婉姣 於琛 欧阳玉红 武子屹 范莹 郎科峰 郑利超 郑建楠 郑景文侯跃 姚尧 姚爽
姚雪梅 姚颍颍 姜岩 娜仁 段继超 胡丽军 胡建超 贺萌 赵芳雨 赵越 夏清 徐富建 徐翔
徐赫 秦钰奇 郭小倩 郭海颖 郭鹤 顾学颖 高佳乐 高建芬 高惟 高磊 康兵 戚文阳 曹亚然
曹园园 曹明通 盛思阳 黄金秀 曾忞 舒淼 董萌轩 谢文凤 谢扬杰 谢若思 谢青青 谢薇 韩
京江 满继承 蓝万银 赖作龙 路妍 雷雨 潘玥 霍俊 戴梦 魏蓓蓓

9月21日下午忽降大雨，各部门志愿者紧急行动起来：发放雨
衣、抢收物资、引导观众避雨，继续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微笑依然挂在我
们被雨水淋湿的脸
上。

下雨了，
快点收东
西啦！

这边的志愿者，
你们赶快进伞避
雨，拿雨衣，千万
别淋湿了。

摄影记者：赵健宏 颜良

第二期有奖问答答案：男子球员纳达尔 19岁 女子球员扎维 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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