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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耶特（申花主帅）

说：“觉得这样的比分非
常难过，非常难受，队员
付出了一切。对手的第
一个进球来得太快太突
然，我们创造了非常多
的进球机会，但就是不
进球。我也很难理解，
队员都很努力，我们应
该进1到2个球。”

国字号海南冬训
地点

举重队 五指山

帆船帆板队 澄迈盈滨半岛

羽毛球队 陵水

沙排队 三亚

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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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7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冬
季阳光体育大会今天在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镜泊湖闭幕。海南队在首日雪地
障碍比赛中荣获第三名。

冬季阳光体育大会是我国目前
最高规格的青少年冬季大型综合
类体育活动。大会期间，举办了冬
季体育比赛、冰雪运动乐园、冬季
奥林匹克文化交流、爱国主义教育
四大板块活动，包括五人制雪地足
球、冰球、花样滑冰、雪地徒步穿

越、冰上龙舟、雪地障碍、冰滑梯、
雪滑梯、冰尜、冰爬犁等活动。

在首日的雪地障碍比赛中，经
过 6场激烈比拼，我省代表队以 38
秒 45的成绩挺进全国16强。在决
赛中，我省代表队的 8名运动员继
续发扬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精
神，不畏严寒，不惧强手，最终在37
支参赛代表队中荣获第三名的好
成绩。

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王黎刚）
这几年的冬天，国字号的队伍像“候鸟”
一样飞来海南冬训。记者从省文体厅
获悉，去年冬天至今，国家举重队、羽
毛球队、沙滩排球队和帆船帆板队这
4支国字号队伍先后在海南冬训。

最早抵达海南冬训的是国家帆船
帆板队，去年11月初，国家队便抵达
海口。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国家
帆船帆板队没能夺金，这让水上健儿

们憋了一口气，在海南冬训中苦练技
战术。国家帆船帆板队领队表示，海
口海域的冬天水温和风力非常适合进
行帆板训练，国家帆船帆板队已经在
海口过了近30个冬天。2017年是新
一个奥运周期的开始，我们国家队要
在海口“出发”，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
好成绩。

自从2012年陵水国家羽毛球基
地建成后，国羽球员每年都要在陵水

长住两个多月，今年也不例外。在今
年的冬训中，国羽来了不少新人。在
结束陵水冬训前，国羽小将们还参加
了陵水国际羽毛球赛。国羽负责人
说：“陵水冬训在国家队的每年集训计
划中具有重要地位，每年新的征程从
海南陵水出发。”

去年12月6日，国家举重队的吕
小军、田涛、谌利军来到五指山基地冬
训，备战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其中还包

括低调付出的廖辉。男举国家队总教
练于杰说，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运动
员度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身体机
能各方面都有所下降，来到五指山这
样的天然大氧吧，也是考虑到在这样
的地方身体机能恢复会更快一些。

参加了里约奥运会的中国女子沙
滩排球名将王凡和岳园跟随天津队在
海南训练，备战全运会。本月中旬，她
俩将随国家队在三亚集训。

先后在琼冬训2个月至4个月

4支国家队新年征程从海南出发

尽管
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
不能代表青
年竞技的世
界最高水平，
而重在学习交
流和锻炼，但和
其他代表团一样，
在参加第28届世界
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
中国代表团成员中，也有
部分运动员是国家青年队
或国家队成员。距离北京冬奥
会还有5年时间，这些年轻的运
动员能否出现在2022年的赛场上？
在阿拉木图的冰场雪道上，我们能看
出来北京冬奥会的希望之星吗？

空中技巧表现突出

作为为中国夺得冬奥会历史上
首枚雪上金牌的项目，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在阿拉木图大冬会上有着相
当不错的表现。在大冬会正式比赛
的首日就夺得了男子单人前两名和
女子单人冠军，随后又在混合团体赛
中夺得银牌和铜牌。在中国代表团
本届大冬会拿到的10枚奖牌中，空中
技巧项目贡献了5枚。

自由式滑雪领队张强表示，对
于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中国在这个
项目上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人才保
障。“虽然这个比赛是大学生之间的
较量，但是也体现出了咱们青年运
动员的水平。未来参加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的中国队主力队员就将出
自这里。”

此外，中国女子冰壶队最终名列
第七，虽然名次并不出众，但中国队
的教练岳清爽认为，从中国冰壶的发
展来看，国家队的梯队建设正在形
成，应该不会再出现青黄不接的情

况。她表
示，参加
大冬会的中国队员有
的是国青队主力，有的参加过国
家队集训，还有的在国家队打过替
补，都是非常有希望的队员。

冰壶运动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
项目的运动寿命特别长。因此，曾为
中国夺得过世锦赛冠军的4名功勋队
员周妍、岳清爽、柳荫和王冰玉仍在
当打之年，她们仍然可以作为中国冰
壶的“后备人才”。对此，岳清爽信心
满满地表示，她们四姐妹并没有扔下
冰壶，“如果国家有需要，我相信我们
4个会挺身而出。”

冰球还要多下功夫

中国女子冰球在阿拉木图最终
名列第四，这个成绩达到了队伍赛前
的预期，但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都
对中国冰球的发展忧心忡忡。

冰球队球员何欣在分析与世界
强队的差距时说：“其实在中国打球

就一支队伍，此外还有国青队。加拿
大好几万人打球，我们几百人都不
到。虽然现在有很多小孩开始打冰
球了，但是中间断档太大，我们退下
来了她们还跟不上来。”

据了解，情况更为窘迫的男子冰
球队在组队时甚至难以凑齐达到参
赛标准的17名球员。中国女子冰球
队教练骆雷认为，此前数年造成的中
国冰球人才断档并不是短期内能够
弥补得上的。他说：“参加大冬会的
队员基本都是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
也是哈尔滨一队的球员。还有几名
来自长春师范学院的球员。这些球
员有国家队的，也有国青队的。我们
参加大冬会的球员基本上没有太多
选择的余地。”

骆雷表示，现在打冰球的人越来
越多，但水平都还处于业余爱好者的

层
面，短

时 间 内 很
难向国家队层面

输入人才。中国队已经
失去了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资格，在

接下来的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队想要
取得好成绩，就必须在专业队伍层面
多下功夫。

同样在短时间内无法弥补差距
的还有高山滑雪。作为滑雪运动最
基础的大项，中国在历届冬奥会上都
只能借助配额参赛。虽然国内滑雪
运动蓬勃发展，但中国在国际大赛上
的成绩并没有显著提高。在这届大
冬会上，中国派出了4名来自高校的
业余选手参赛，虽然四人均顺利完
赛，但是同夺冠前三名的选手相比有
着巨大的差距。

高山滑雪队的教练逯明智也同
样认为，滑雪运动虽然发展很快，但
短期内对提高竞技水平帮助不大。
他说：“现在滑雪的人很多，但大家还
在满足于能滑就行，都是速成。瓶颈
就在这里，基本功没有打好，提高就
很难。”

逯 明

智说：“我
觉 得 2022

年中国在高
山滑雪这块突

破 的 难 度 很
大。因为我们和

国际高水平差距太
大了，但是距离肯定

会缩短的。”

短道前景不明

短道速滑是中国在冬奥会上
的金牌项目，在本届大冬会上中国拿
到2金3银。不过短道队的教练冯凯
表示，以目前的状况来预测2022年北
京冬奥会的情况还为时尚早。

冯凯说：“短道速滑这个项目成
才周期相对是比较短的，一个好苗子
在14、15岁就能看得出来发展的潜
力，经过努力2、3年就能够出成绩。
现在离北京冬奥会还有5年多的时
间，世界格局在这五年当中也会有相
当大的变化。所以现在不太好确定
那时的情况。”

与其他冰上项目如花样滑冰、冰
球等项目相比，短道速滑在全世界范
围内的商业化氛围都不算浓厚。在
本届大冬会上，参加短道比赛的全部
运动员只有50人，是历届以来最少的
一次。

冯凯说：“一个简单的例子，现
在中国成立了好多冰上运动俱乐
部，但都是花滑、冰球，没有一家是
短道俱乐部。短道一直以来在基层
选材这个环节都比较薄弱。当然随
着申办冬奥会成功，对冬季运动的
重视，相信在后面几年应该会越来
越好。”

记者 徐征 韦骅
（新华社阿拉木图2月8日电）

从大冬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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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8 日，在
2017年亚冠资格赛中，
上海申花队主场0：2不
敌布里斯班狮吼队。

图为上海绿地申花
队球员特维斯（右）在比
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全国青少年冬季阳光体育大会闭幕

海南队夺雪地障碍赛季军

亚冠资格赛

申花0：2狮吼
注：申花无缘正赛

陵水武术协会成立
本报椰林2月8日电（记者苏庆明）陵水

黎族自治县武术协会近日揭牌成立。陵水文体
局负责人表示，该协会成立标志着陵水武术发
展、全民健身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始了
崭新征程。中国武协特邀副主席、国际功夫联
合会主席傅彪担任该协会名誉主席。

三亚将举行
国际摩托车嘉年华

本报海口2月8日讯（实习生卢子盈 记
者孙慧）记者今天从第二届国际摩托车嘉年华
新闻发布会获悉，2017中国海南第二届国际摩
托车嘉年华将于本月24日-26日在三亚举行。

本届摩托车嘉年华由机车巡游（三亚—陵
水）、公益慈善晚会、车友交流晚会、摩托车特
技大赛等环节组成。本次大赛规模庞大，由洪
剑涛等明星助阵，共邀请国内外知名机车俱乐
部40家、100辆以上合规国际品牌机车参赛，
同时还吸引了国内外著名车友和骑行爱好者
齐聚海南，从畅骑三亚和陵水逐步扩大至整个
海南岛，不断增大规模及品牌影响。

大赛骑行时间为2月25日，路线是从三亚
凤凰岛开始，环绕亚龙湾、海棠湾，最终到达陵
水。骑行结束后，将在终点站陵水进行摩托车
特技大赛及慈善晚会，募捐善款将全部捐出。
2月26日捐助仪式结束后，将会骑行至圣女果
种植基地采摘圣女果。

本次摩托车嘉年华由海南省文体厅指导，
海南省摩托车运动协会主办。

2月8日，在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次回合
比赛中，巴塞罗那队主场以1：1战平马德里竞
技队，从而以3：2的总比分晋级决赛。

图为梅西（前）与马竞队菲利佩拼抢。
新华社发

巴萨晋级国王杯决赛

CBA战报

2 月 8日，在第 28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

会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
力决赛中，中国队以7分04秒
443的成绩获得冠军。图为
中国队队员徐富（右一）在
比赛中。新华社发

4金4银2铜，在奖牌榜
上列第六，在短道速滑、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上拿到金牌。

中国队
大冬会战绩

新疆 108：86四川

上海 115：109青岛

广东 114：104北控

深圳92：85北京

山东93：101辽宁

广厦 119：100广州

江苏 121：116浙江

天津 131：126吉林

党毅飞“一黑到底”
获世界围棋棋王战冠军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李华梁）8日
在韩国京畿华城市进行的第21届LG杯世界围
棋棋王战决赛中，中国棋手党毅飞九段执白1
目半战胜周睿羊九段，拿下三番棋决斗，首次获
得世界冠军头衔。

党毅飞赛前并不被看好，但他连续力克陈
耀烨、申真谞等高手一路奏凯。决赛中面对状
态颇佳的周睿羊，党毅飞在6日的三番棋首战
执黑187手中盘获胜。

8日两人在第二场对决中，双方在上半部
展开缠斗，随即周睿羊妙手迭出，让原本平稳的
局面陡然生变。然而此后的三次劫争中，周睿
羊都没能把握机会，将大好局势拱手相让。最
后的官子阶段，党毅飞极有耐心，最终以1目半
的优势胜出。

22岁的党毅飞生于山西太原，2008年进
入成都棋院。

王永珀转会天津权健
新华社济南2月8日电（记者萧海川）山东

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8日宣布，经协商一致，球
员王永珀正式转会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新赛
季，王永珀将代表天津权健出战。

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表示，自2016年下半
年以来，俱乐部一直在为王永珀续约和其个人
职业规划等进行沟通、交流，并全力挽留，最终
出于对王永珀本人意愿的尊重，同意其转会。
经与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及球员本人协商一
致，王永珀正式转会天津权健。

30岁的王永珀于1999年进入鲁能足校，
是鲁能足校成立以来首批青训球员，也是鲁能
青训体系的旗帜性球员。2003年，王永珀进入
鲁能一线队。

据官方统计，王永珀在鲁能泰山效力的13
年中，联赛出场215次，进51球；足协杯和超级
杯出场21次，进4球；亚冠出场34次，进8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