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族，1978 年 11
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人。中国花样滑冰
队运动员。与赵宏博
多次合作，参与双人滑
的花样滑冰

1992 年 8 月起正
式与赵宏博拍档练习
双人滑。申雪/赵宏博
先后夺得2002、2003、
2007世锦赛冠军。

2010年2月16日
获得温哥华冬奥会花
样滑冰双人滑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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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1
把最美的三亚带给你

今年的赛事时间较往年推迟了一
些，目的就是将三亚最美的时节献给
跑友们，适宜的温度，清净的空气，让
每位跑者在轻松奔跑的同时，感受三
亚最美的景色。

在沿用了以往蓝天、大海、植被这
些概念元素的同时，今年的海螺奖牌
也成为赛事的独创。外形靓丽的海螺
彰显了三亚自然环境与现代化建设完
美融合的城市风貌，也指引着马拉松
爱好者们一路前行。

亮点2
跑亮中国

从1月18日开始到3月11日，海
南马拉松将在全国掀起约跑热潮。每
个地区1个知名跑团，线下约跑，每跑
过一个省份，将点亮中国地图上的一
个亮点，从北京发散到全国，再于3月
11日，来到三亚，覆盖全国34个地
区，用跑步点亮中国。

新闻发布会当天，赛事组委会
向跑团代表授旗，并正式启动“跑亮
中国”行动，北京作为第一站，率先
被点亮。

亮点3
发布会现场启动报名

2018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报
名于新闻发布会当场启动，赛事官
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全国
20余家知名线上报名平台、500余
个种子跑团的赛事专属报名通道同
步上线。

截止到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已有
2800余名马拉松爱好者成功报名海
南马拉松，而这个数值还在不断攀升，
也代表海南马拉松组委会向马拉松爱
好者们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亮点4
祝福海南30年

在海南建省30周年这个特殊的
时期，本次赛事的举办将吸引更多热
爱海南的人，向人们展现海南建省
30周年的美丽自然风貌和三亚的美
好城市形象，让人们切身体会海南的
发展和成就，更加了解海南，热爱海
南，扎根海南。三亚湾做为三亚最主
要的城市海湾，也是本次赛事的主要
路段之一，延绵17公里的椰梦长廊
带状公园跑道也代表了三亚运动、健
康的生活方式。

海南国际马拉松赛3月11日三亚开跑
赛事规模将为2万人

1月13日，2018年达喀尔拉力
赛如期进行第七天的比赛。从玻利
维亚首都拉巴斯前往乌尤尼，赛段
全长727公里，其中特殊赛段达425
公里，且车队的维修团队不能随行，

因此被称为“无后援马拉松赛段”。
特殊赛段8.6公里处是一段河

道，BP勇之队324号车组到达此处
发现，由于上游下暴雨，这会儿水
面宽度增加了一倍，水中还隐藏着

暗沟。说时迟那时快，324号赛车
已经与其他七八辆赛车一起，深陷
其中……

才几分钟时间，车外水位已经
上涨到快要接近车窗。车内，不知

哪里冒出来的水带着安第斯高原
的寒冷已经没了脚踝，河水还在逐
渐上涨直至腰部。幸运的是，一辆
正好路过的拖拉机可以为大家提
供救援服务。但是，一辆辆获救的
赛车掀起的水浪，很快就浇灭了
324号赛车的希望。眼看着就要得
救，发动机进水并熄火了！欲哭无
泪的中国车手周勇，在救援团队积
极抢救了近六个小时无果后，被迫
退出比赛。

12日这一天，周勇尽管仍然还
有点高原反应，但是精神状态十分
好：“秘鲁的沙漠赛段十分艰难，
小一半的车手都退赛了，其中不乏
像法国车手勒布这样的名将。应
该说，到了玻利维亚，就离胜利不
远了。”

49岁的北京人周勇是中国最
早从事赛车运动的车手之一，26
年的赛场生涯为他积累的不仅是
奖杯和荣誉，更是经验和思考。他
在越野、拉力、场地三大领域均有
涉足并创下佳绩。2005 年，他首
次参加达喀尔拉力赛，不仅以第
19名的好成绩完赛，而且获得了
新人奖。他在2015年实现的达喀
尔拉力赛第13名的中国车手最佳
成绩保持至今。

“从 1992 年开始参与汽车运
动，参加过包括世界拉力锦标赛
（WRC）、达喀尔拉力赛、GT等重要
国内外汽车顶级赛事，也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我最为看重的还是达喀
尔拉力赛。这次比赛也是历年的赛

道难度最高值，可以说没有最难，只
有更难。”周勇说。

从利马到拉巴斯，带着“为自己
好好赛一回”的信念，周勇参加了6
个赛段的比赛，排名靠前。“今年的
比赛真是来值了！达喀尔拉力赛难
度每年高低不同，今年估计是为了
纪念赛事40周年，赛段设计得非常
具有挑战性。前几个赛段的难度是
一个比一个大，对于我们车组来讲
基本正常。”周勇说。

作为国内车手中参加达喀尔拉
力赛次数最多且成绩最好的一个，
周勇对这项属于勇敢者的游戏有着
自己的理解：“达喀尔拉力赛的有些
赛段不是让车手单纯比快，而是比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赛道上，你需
要审时度势，冷静应对。在经历了
这么多年的磨炼之后，达喀尔拉力
赛对我来说是一种情怀，更是一次
自我挑战、自我超越。”

折戟达喀尔拉力赛，对于周勇
来说，也许是另一个新的征程的开
始。2012 年，周勇建立了“勇之
队”，开始用自己丰富的赛车经验去
帮助更多赛车爱好者实现赛车梦，
推广赛车娱乐生活。“我一直希望，
有一天能够带一支既拥有中国技术
又由中国人管理的车队参加达喀尔
拉力赛，登上最高领奖台。中国车
手的水平和经验都在进步，年轻一
代的中国车手，已经开始具备登上
领奖台的实力。”周勇说。

记者 陈威华 赵焱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17日电）

十年征战 壮志未酬
——记达喀尔拉力赛中国车手周勇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
者张寒）从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到国
家队教练，再从冬管中心的管理岗
位到新成立的中国花滑协会首任主
席，申雪深感肩头的担子重了，但挑
战带来的压力也令她斗志昂扬，“仿
佛回到了我当运动员的时候”。

18日下午，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于京宣布成立，出任主席的申雪禁
不住回忆起了自己和丈夫赵宏博当
年面对伤病、共渡难关的情景：“宏
博受伤时，我们两个一起挺过来，那
个时候真的觉得生命都没有花样滑
冰重要。”

她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表白说：
“历史赋予我的使命非常光荣，也责
任巨大。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和协会
的发展来讲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作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我会鞠躬
尽瘁，倾尽自己所能，最大限度地和
协会一起成长。因为花样滑冰是我
一生挚爱的事业，有的时候比我的
生命都重要。”

协会成立仪式上，申雪和赵宏博
的“师父”姚滨来了，当年被称作“老二”
的庞清/佟健来了，上世纪70年代退役
的冰上伉俪王钧祥和白秀芝也来了。

申雪说，老一代中国花滑人只
能在“野冰”上训练，滑着滑着就掉
进冰窟窿里，把自己捞出来换了衣
服接着练，而如今“32岁”的中国花
样滑冰队手握一块冬奥金牌、7个世
界冠军，这份成绩单对比中国花滑
相对短暂的发展史来说是辉煌的。

“这就更坚定了我们对今后道
路的信心。”她说，“感谢老一辈运动
员和创业者给我们铺就的道路，我
也希望在我担任协会主席以后，能

给我们的花样滑冰事业更多地铺平
道路，让新一代运动员更好地继续
前行。”

面对新成立的协会，申雪深知缺
口繁多，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国家越
来越强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但我们
花样滑冰的后备人才还是相对薄弱
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困
难。不光是运动员人才，教练员、裁判
的后备人才也需要全力培养，希望未
来我们能有更多的运动员走上国际舞
台，裁判、教练层面上也一样走到国际
舞台。”

除了后备梯队建设，中国花样
滑冰的国际交流、国家队的备战、行
业规范的设定、花滑产业市场的开
拓、赛事的开展、各级运动员与注册
俱乐部的管理、项目宣传普及等，都
是新成立的中国花滑协会需要着手
进行的工作。

“我觉得（运动员生涯）对我最大
的帮助就是遇到所有困难都会屹立
不倒地去坚持，去跨越一个又一个鸿
沟。”申雪说，“我觉得现在又仿佛回
到了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摆在我面前
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需要我一个一个
去克服，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前的运
动员生涯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再过三周，平昌冬奥会将如期
而至；再过四年，奥林匹克盛会将再
次来到北京。展望未来，申雪颇有
些豪迈地表态道：“其实我们的想法
和目标都非常简单，就是站在最高
的领奖台、升起五星红旗，这是我们
的最高目标。所以在这之前，我们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和所
有运动员一起共同努力，跨过难关，
奔向胜利。”

申雪担任中国花滑协会首任主席

“仿佛回到运动员时代”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今
天从海南大学体育部获悉，海南大学男子沙滩排
球队的曾繁刚郑杨俊组合，将代表中国国家大学
生队参加今年7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2018
年世界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

海南大学沙滩排球队2008年成立，多次在省
内外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是国内大学生沙滩排
球界的一支劲旅。第13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
锦标赛去年在内蒙古举行，比赛共吸引来自清华
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40所高校的80余支代表
队参赛，设男子专业组、男子高水平组、女子专业
组、女子高水平组、男子体育院系组、男子普通组、
女子体育院系组和女子普通组8个竞赛组。海南
大学男队表现出色，分别夺得普通组冠军和专业
组亚军。

去年11月底，2017年海南省大学生沙滩排
球锦标赛在琼海举行。海南大学男子沙滩排球队
的曾繁刚/郑杨俊组合蝉联了男子专业组冠军。
海南大学体育部主任洪家云表示，这是海南大学
男子沙排队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赛，距离比赛还
有半年时间，海大队要刻苦训练，力争在世界大学
生沙排锦标赛中取得好成绩。

海南大学沙排队将
代表国家队参加世大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孙婧）翠屏
凤凰海岸2018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
新闻发布会18日在北京奥运国家体育
场鸟巢文化中心召开，独具特色的三亚
元素成为新闻发布会的一大亮点。

本届赛事延续了“RUN WITH
SANYA 与三亚共奔跑”的主题，作
为海南建省30周年的体育盛会，结合
运动、健康、旅游、养生等多元素，融入
体育+旅游+房产的全新概念，立足三
亚、放眼全国，打造极具三亚特色、海
南关怀的全民运动盛宴。本次赛事规
模将为2万人，其中，全程跑5000人、
半程跑 5000 人、迷你马（5 公里）
10000人。

1月9日，汽车组BP勇之队中国车手周勇与比利时领航员普雷沃在第四赛段比赛中。最终，他们以7小时
34分10秒完成该赛段比赛，汽车组总成绩榜暂列第26位。 新华社发

1月 18日，在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瑞士选手费德勒以3：0
战胜德国选手施特鲁夫，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发

新华社布达佩斯1月17日电（记者杨永前）
菁英航运2018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匈牙利公开
赛17日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可获得
U21组女单冠军，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获得这个
组别的男单冠军。

在U21组女单决赛中，12号种子陈可的对手
是二号种子、中国香港的麦子咏。第一局陈可以
1：11失利。随后，她以11：6、11：3和11：3连胜
三局，最终以3：1战胜对手夺冠。

陈可赛后表示，对自己能获得今年首个U21
组女单冠军表示高兴。她说，第一局失利后，她
不得不在发球上做出变化，结果这成为她获胜的
武器。

前一天，陈可以两个3：0先后击败中国台北
选手蔡育勤和林珈芝晋级八强，随后又以3：0战
胜俄罗斯选手塔拉科娃，闯进半决赛。在17日
上午的半决赛中，陈可以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
苏慧音。

在U21组男单决赛中，林昀儒以3：0战胜东
道主匈牙利选手毛尤洛什，3局的比分分别是11：
5、11：6、11：6。

前一天，中国小将牛冠凯在首轮3：0击败罗
马尼亚选手裴乐提，但在16进8的比赛中，以0：3
不敌林昀儒。

匈牙利公开赛16日开赛，共有来自53个国
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参赛。本次公开赛正赛
将于18日打响。

匈牙利乒乓球公开赛U21组收拍

陈可获女单冠军

新华社伦敦1月17日电（记者
王子江）欧洲足联17日发表了最新的
欧洲足球行业报告，报告显示，自从
2016年以来，在排名前15位的欧洲
联赛涉及的外国收购中，中国投资者
占了百分之七十。

报告说，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中
国投资者的收购足迹涉及了英超、
英冠、意甲、西甲和荷甲等联赛。报
告尤其提到了英国的收购，并说英
国伯明翰附近的所有知名俱乐部，
包括阿斯顿维拉、狼队、西布罗姆维
奇和伯明翰城等，都已经被中国人
接手。

这份报告涉及了联赛的方方面
面，包括门票收入、电视转播费、球员
工资收入、转会费、赞助费等等。报告
显示，欧洲所有俱乐部中，阿森纳的门
票最贵，平均每个球迷观看英超比赛
和欧洲比赛要付出近90英镑（1英镑
约合8.90元人民币），其次是切尔西、
皇马、利物浦、拜仁慕尼黑、曼联和巴
塞罗那。

在球员工资方面，英超俱乐部球
员的平均工资首次超过了排名第二
的德甲俱乐部的两倍。英超俱乐部
每个赛季支出的工资平均为1.367亿
英镑，而德甲俱乐部只有0.668亿英
镑。不过工资支出最多的俱乐部并
非来自英超，而是巴塞罗那，其次是
曼联、皇马、切尔西、曼城和巴黎圣日
耳曼。

观众人数方面，上个赛季巴塞罗
那俱乐部的上座率最高，整个赛季接
近150万人。接下来是曼联、多特蒙
德、皇马、拜仁、阿森纳、西汉姆联、凯
尔特人、沙尔克04和曼城。全欧洲有
11个俱乐部赛季现场观众人数超过
了100万。

欧足联报告显示：

中国投资欧洲足球
异常活跃

图为2010年2月15日，中国选手申雪（右）/赵宏博在颁奖仪式后庆祝。当
日，在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比赛中，中国选手申雪/赵宏博以216.57分
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17日电 37岁的世界
足坛巨星罗纳尔迪尼奥日前确认正式退役。

16日，小罗的哥哥兼经纪人阿西斯宣布小罗
将结束职业生涯。17日，小罗通过社交网络确认
了这一消息。他说：“我将结束近三十年的足球生
涯，和我最大的梦想说再见。”

阿西斯透露，退役后的小罗除了出任巴塞罗
那俱乐部大使，还计划从事慈善事业以及进行与
音乐相关的工作。俄罗斯世界杯后还将举行一系
列告别活动，具体细节将在3月公布。

巴西人的职业生涯配得上“华丽”二字。
2004年和2005年他曾连续两次当选世界足球先
生，其中2005年他还获得了金球奖。罗纳尔迪尼
奥凭借高超的球技被誉为“足球魔术师”，获得过
包括欧冠、西甲等多项冠军。2002年，他随巴西
队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

小罗正式挂靴

澳网男单第二轮

费德勒轻松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