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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0日 第三期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主办

中国网球公开赛

今天开幕！

“志愿精神闪亮中网”
中网公司张雅宾董事长在18
日视察中网公开赛筹备情况
时，在《中网志愿者报》上
写下了上面的话来勉励即将
走上工作岗位的 530名中网
赛事志愿者。张雅宾董事长
说到：“和奥运会和残奥会
一样，志愿者热情周到的服
务是保证中国网球公开赛顺
利进行的必备条件之一，希
望大家能再接再厉，让‘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能够在本次中国网
球公开赛的赛场上得到更好
的继承和发扬。”

经历了奥运会的经验积
累和锻炼考验，中国网球公
开赛的志愿服务体系更加完

“志愿精神闪亮中网”
——有感于中网公司张雅宾董事长对志愿者的勉励

今天有3位志愿者朋友将在中网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他们是：
张 超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刘永硕 首都体育学院
刘 蓉 首都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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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一个志愿者都是一捧
土，我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被
淹没，而是与无数把泥土聚
集在一起，成就一座山峰，
一条山脉，一片原野。它们
不会改变风的必然走向，但
使其能更快吹遍世界的每个
角落，使其更加鲜亮。
这个假期，因为是大一

新生，没有赶上奥运志愿者
的选拔，但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来到中国网球公开赛推
广公司做前期志愿者服务。
我隶属商务部，担任商务助
理。每天来到公司，打打电
话，邮寄宣传资料……工作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
很无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志
愿者我参与，我奉献，我快
乐的精神所在。有的时候打
电话会被对方不友好的

回绝，有的时候寄赛事资料
会多的让人心烦，有的时候
数优待券会数到眼花……但
当打成功了一通电话，当几
千份资料被寄出，当看到分
好的上万张比赛优待券一一
被赞助商领走……成就与喜
悦感也油然而生。

奉献不分大小，志愿来
自内心。也许志愿者工作没
有想像中的神圣，但我相信
只要你享受过程，就一定会
有所收获。记得第一天来面
试，杨姐问我会不会觉得打
电话寄资料很枯燥，我说不
会，因为做什么都可以学到
很多。志愿工作是一个良性
循环的过程。你付出越多，
收获就越大，积极性也就越
高，就会继续投入，取得更
大的成果。然而，迈出第一

步对每个人来说并不容易，
万事开头难。做每件事情都
不会上来就很顺手，这是个
挑战的过程。它能给予我，
这样一个意气风发却又稚气
未脱的年轻人缜密的思考、
严谨的行动、周详的言语和
亲善的姿态；它告诉每个深
入其中的人事在人为的道理
和协作共事的重要，甚至让
人体味到物竞天择的一丝残
酷。它锻炼人的思维，更磨
练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
它能给予每个积极的挑战者
极大的乐趣和成功的快慰。
它让我知道了付出与回报之
间的等价关系，更让我了解
到懒惰与一事无成之间的必
然联系。它让我学会了洞察
与观望他人的意图和态度，
让人懂得积极进取和不懈奋
斗。它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激励我们在这里证明自己的

实力和展示个人才华。
随着比赛的临近，我们

的工作会更加的繁忙。我会
尽我所能，为这次美好的志
愿者经历画上完美的句号，
同时，这笔珍贵的财富也会
伴随我一生。

首都体育学院
樊梦

——写在中网开赛前

白天：多云间晴 风向北转南

1－2级 31℃

夜间：多云间晴 风向南转北

1－2级 18℃

中网开赛在即，突遇阴雨天气，为
了不影响训练和比赛的进程，工作人员
带着志愿者开始进行场地清洁，用专用
的“推水器”在场地上来回穿梭，克服
了天气对赛事的影响。

访
中
网
前
期
志
愿
者

善，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稳步
提高。分布在中网七部一室
的 530名中网志愿者已经自
信满满的做好准备，我们将
和工作人员一起以更真诚、
更热情、更专业的姿态投入
到中网的赛事服务中。网动
中国，成就精彩，志愿精神
必将闪亮中网。

志愿精神闪亮中网，让
我们笑的更真诚。“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
的微笑让远方的客人感受东

道主的真诚；“请把我的歌
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
留下”，我们的微笑让整个

赛事服务，真诚的微笑幻化
为耐心细致的服务言行，感
受我们的热情，见证我们的
光荣和伟大。

志愿精神闪亮中网，让
我们的服务更专业。媒体保
障、安全保卫、场地维护、
球员引领、票务服务，各个
岗位上的志愿者将以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
作风、饱满的工作热情来迎
接中网的挑战。我们专业的
志愿服务将使中网更加有序

赛场都弥漫在温馨和谐的氛
围中。我们的笑容，来自心
中，微笑的志愿者将是中网
赛场上靓丽的风景。
志愿精神闪亮中网，让

我们言行更热情。遍布赛场
内外的中网志愿者已经行动
起来了，热情引导各国运动

员进场，耐心解答观众的问
讯，主动提供双语帮助，自
觉维护正常比赛，微笑讲解
网球知识……志愿者内心的
光明火种升腾为热情周到的

中国网球公开赛开始之前，许多前期志愿
者已经忙碌在中网的各个角落。他们为中国网
球公开赛的前期准备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天，
我们有幸采访了一名前期志愿者，跟他一起回
顾了中网的前期准备工作。
记 者：你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李博宇：你好！我叫李博宇，是07中网的志愿

者，也是奥运会的志愿者。今年的中
网，我还是前期的志者。

记 者：那今年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网的呢？
李博宇：2008年8月20日，结束了奥运会服务，

我又带着饱满的热情来到了中网。因
为去年就参加过中网公开赛，对中网
十分有感情，所以早在 7月份，我就
开始和中网公司联系，奥运会的服务
结束后就来到了中网公司做志愿者。

记 者：那你前期在公司主要负责什么？
李博宇：到公司后，我被安排在志愿者处，但

当时志愿者处人手较多，所以我被临
时调到商务部票务帮忙。工作就是在
一个小屋里分票，盖章等等。具体说
就是根据各个部门和赞助商的要求，
把合作伙伴的优待券按一定的数量分

开、编号、记录，最后盖上各个部门的章。工
作很辛苦，但苦中有乐。

记 者：听起来工作挺枯燥的，你刚才说苦中有乐，能
说说比较有意思的事吗？

李博宇：比如我非常喜欢给票盖章这个环节，像打鼓一
样，叮叮咚咚的特别有节奏感。我们就很享受
这种自己制造的“交响乐”。

记 者：嗯，从你脸上幸福的笑容就能看出你有多享受
在中网的日子了。耽误你不少时间了，最后你
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你在中网的感受或者你对
中网的祝福？

李博宇：嗯……享受中网，祝福中网！谢谢！
记 者：好一个享受中网！让我们一起为中网加油！谢

谢你！
从跟李博宇的交谈中，我似乎看到了志愿者在奉献

中享受中网的身影，他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让我对08中
网充满信心。志愿者们一定会成为中网耀眼的明星！

记者：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沈潇雅

和精彩。
“ 有一个梦，由我启

动，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
容；海阔天空，我是阵风，
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
短短9天的中网赛事是我们
展现“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的又一个
舞台，我们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
光发热。我是明星，让志愿
者的真诚微笑和无私奉献闪
亮中网；我是明星，让志愿
者的真诚、热情和专业闪亮
中网；我是明星，让志愿精
神闪亮中网。

中国传媒大学
元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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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网球公开赛
志愿者班车线路
（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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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中网身高最高的男女球员分别是？
答案 姓名 联系电话

请将此处剪下，在21日晚上8点前投递到116（志愿者办公室），每人
限投一份。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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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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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Mercedes-Benz北京奔驰
CCTV5央视体育
Panasonic
青岛啤酒
Sony Ericsson
Kappa
Canon
中信银行
ROLEX

他们共同的名字： 2008中网赞助商。

赞助商——一个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新词汇，却代表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企业
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快节奏的生活频率中，激烈的企业竞争下，完善自己的品牌，扩
张自己的市场。对于中网赞助商而言，企业围绕中网赛事除了投入赞助费外，采取一系列相
关营销活动，从公益、文化、热点等各个角度，运用广告、促销、活动等多种手段，力争在
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形成一个品牌的沟通高潮，产生目标效应。

如何借著名赛事之机做好营销工作？恐怕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更多的经验。就奥运而言，
如何借机顺风扬帆，借船出海，整合资源，进而打造品牌，超越竞争对手，进行营销突围，
对于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必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赛事营销
是一种市场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赛事营销不断增强企业的品牌力和营销力，因此，它不只
是市场部门的事，而是和企业的文化力、产品力、研发力、信息管理能力、财务管理能力、
危机管理能力等等紧密相连，因此它不能游历于企业管理系统之外，而应相互协作、相互融
和、共同提升。其实，企业的赛事营销，不尽是在营销产品，更是在营销一种精神，这种精
神，需要企业发掘一种信念来支撑，如果企业发掘了这种信念，那么，这个企业也就拥有了
精神。而这种精神，将为企业的营销注入无穷的活力！

mailto:volunteering@chinaope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