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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作
为国家公益彩票的中国体育彩票进一步
加快了贴近冬奥、助阵冰雪运动的步伐。
在发挥体彩公益力量、助力冰雪强国梦
的一系列举措中，一项被称为“沉浸式”
的体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吸引
着众人眼球。

12 月 2 日至 5 日，中国体育彩票携
手中国冰雪在京举办“爱冰雪 同喝彩”
冰雪嘉年华。有报道称，本次活动带来了

“‘沉浸式’的冰雪体验和如梦如幻的冰
雪世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饱含体彩
元素的冰雪运动氛围愈加浓烈，体彩“爱
冰雪 同喝彩”冰雪嘉年华主题活动在大
江南北陆续亮相，各地体育彩票机构积
极行动，纷纷推出时尚互动、知识普及、
滑雪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拉近公众
与冰雪、与冬奥的距离，推动全民冰雪运
动健康、高质量发展。

体彩与冰雪运动始终相伴而行。近
日，由国家体彩中心与国家冬运中心联
合发起的线上冰雪场景类互动游戏活动

“冰雪世界大探索”收官。这项活动历时
21 天，吸引超过 70 万“小伙伴”参与，共
计送出19万余份幸运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方体彩开展的
助力冰雪公益活动中，不乏点睛之作。比
如，江苏体彩举办的第七季“体彩爱行
走”活动就极具亮点。“体彩爱行走”是一
项体彩的“老字号”公益品牌活动；今年
活动，参与者通过捐赠微信运动步数，每
10000 步可兑换 5 元“体彩爱心基金”，
用于助力公益善举。今年，“体彩爱心基
金”募集目标为 20 万元。这一案例彰显
出地方体彩开展的公益活动也在不断与
时俱进，筑梦冰雪，添彩冬奥，给力体育
强国建设。

很多人不会忘记，从今年 10 月起，

北京冬奥组委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
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举办了十项国际赛
事、三个国际训练周和两项国内测试活
动等。这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最
后一次全要素实战测验。鲜为人知的是，
在测试活动期间，相关运动场馆、训练场
地、设施及训练保障等都得到了体彩公
益金鼎力支持，一些明星运动员还是“体
彩公益形象大使”。

事实上，早在1995年，《奥运争光计
划》颁布后，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支出本级
彩票公益金的 40%鼎力支持该计划实
施。更有数据表明，2017 年至 2020 年，
体彩公益金共计投入 16.5 亿元用于支
持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和国家队训练。
近年来，人们欣喜地看到，随着北京冬奥
会日益临近，中国体育彩票支持举办的
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在全国各地接续开
展，为百姓生活营造更多获得感和幸福
感。

多年来，公益体彩不遗余力支持冰
雪运动发展，为大众搭建冰雪运动平台，
激发大众参与冰雪运动激情，助力实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体彩
与冰雪，体彩与冬奥，是“相亲相爱的一
家人”。

相约冬奥，筑梦冰雪。冬奥考卷，一
起作答。 缇彩

冬奥考卷，一起作答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日宣布，
确认发现本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毒株感染病例。

美国首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
由南非返回

美国疾控中心在新闻公报中说，1名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 11 月 22 日从南非
返回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其症状轻微
且在改善。这名感染者正自我隔离，迄
今其密接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旧金山卫生官员证实该当事人11月
29 日被检测为新冠阳性，曾接种过两剂
莫德纳疫苗，但未打疫苗加强针。

加州州长纽瑟姆1日表示，该州的病
毒检测和监控体系帮助发现了奥密克戎
毒株感染病例，美国其他州可能已有奥
密克戎毒株存在。他呼吁民众对奥密克
戎毒株保持警惕，但不必恐慌。

奥密克戎入境
美国将再延长“口罩令”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
因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2 月 1 日报告境
内首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美国将宣布再次延长公共交通“口
罩令”至明年3月18日。

现行“口罩令”在约瑟夫·拜登1月就
任总统后颁布，要求乘客等待和搭乘公
共汽车、火车、地铁、飞机、船只和出租车
等公共交通工具期间必须戴口罩。这项
规定原定持续至 9 月 13 日，后由运输安
全局于8月延长至明年1月18日。

在美国，围绕戴口罩的争论一直未
休，一些乘客乘坐航班时仍拒绝遵守这
一防疫规定。依据美国联邦航空局11月
30 日发布的数据，今年 1 月 1 日以来，已
接到 3923 起乘客拒戴口罩报告。联邦
航空局已要求对不配合的乘客“零容
忍”。

据路透社报道，白宫还在讨论加强
入境人员病毒检测等防疫措施。

美国允许
全程接种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

目前，美国政府允许完成获得世界
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新冠疫苗全程接
种的外国旅客乘坐国际航班入境，但要
求出示完成疫苗接种证明和出发前72小
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将密切监控和
积极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并敦促民众遵
守各项防疫规定，加紧接种新冠疫苗并
打加强针。

综合新华社电

美国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当地时间12月1日，英国一名航空
航天工程师声称 MH370 客机坠毁在
澳大利亚珀斯附近的印度洋海底，并已
确认残骸的精确坐标。

据澳大利亚第九新闻台 1 日报道，
英国航空航天工程师理查德·戈弗雷当
日发布报告称，他使用“革命性的航空
跟踪技术”确认，MH370在澳大利亚珀
斯以西 1933 公里的印度洋坠毁，具体
坐标为 33.177°S，95.300°E，残骸目
前 位 于 距 海 平 面 4000 米 的 海 底 。

“MH370 所在的区域位于印度洋海底
高 原 布 罗 肯 海 岭 下 方 ，地 形 错 综 复
杂。”戈弗雷指出。

报道称，戈弗雷的研究基于 GD-
TAAA 和 WSPR 数据。他声称，在波
音 777 的飞行过程中，GDTAAA 结合
WSPR数据，每两分钟能提供数百个可
追踪的无线电信号，使他能够在关键区
域搜索。

报告指出，坠机地点和印度洋海底
的扫描图中都发现了红色信号点。戈
弗雷认为这是支持在他发现的主要坠
机区域重新搜索的有力证据。

戈弗雷预测，如果对他划定的40海
里（约 74.08 公里）区域进行细致搜索，

“可在2022年下半年发现MH370。”
2014 年 3 月 8 日，从马来西亚吉隆

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 MH370 航班
客机失联，机上载有 239 人，至今下落
不明，失事原因也未能确定。同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6 日，在南印度洋对失事
飞机进行的首次空中搜索未果，随后
搜索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2015 年
1 月 29 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该航
班客机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人员遇
难。

在过去 7 年时间，许多研究者想尽
各种办法寻找马航 MH370 客机的蛛
丝马迹。理查德·戈弗雷一直投身于研
究马航 MH370 客机。他此前发表了
一篇名为《用于搜索马航 MH370 客机
的全球检测与追踪》的文章，在文中提
到了他用新的技术手段发现了马航
MH370 客机的飞行员在出事之前，曾
经执行了大量奇怪的飞行动作，其中包
括了复杂的变向和变速操作。

澎湃新闻 红星新闻

英国航空航天工程师称：

澳大利亚海底发现马航MH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