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体育新闻 2018年2月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王凤龙B07 综合

平昌冬奥会2月9日开幕，中国
体育代表团1月31日成立，82名运
动员将出征韩国，参赛人数超过了4
年前的索契冬奥会，参赛项目为历届
最多。不过，中国队冲金点仍集中于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等传统强项。

短道速滑：肩上压力不轻

平昌冬奥会中国短道队拿到了
全部8个小项共20个的满额参赛席
位。这也是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以来，中国短道速滑队连续三届拿到
满额席位。虽然在数量上有着足够的
保证，但在质量上难说是最上乘。在
本赛季的四站短道速滑世界杯中，中
国队夺得了4枚金牌，与韩国队的15
枚金牌相比，有不小差距。此外，总积
分上，8个冬奥项目中中国队仅占据1
项榜首，韩国队和加拿大队则各有3
项第一。平昌之行注定不会平坦，而
作为冬奥会中国军团中的“王牌军”，
短道速滑队肩上压力不轻。

另外，从今年世界杯分站赛看，曾
在短道速滑项目上一向很强的中国女
队，呈现出下滑趋势。女子3000米接
力是中国队的最强项，但仍无冲金的
绝对实力；过去的强项女子500米，现
在却心中无底；而在女子1000米和女
子1500米上，由于尖子运动员不突
出，所以谈不上什么优势。反观中国
男队，在这个赛季进步很快，但说到奖
牌争夺战，实则就一个武大靖能力突
出，值得我们对他参加的男子500米
和男子5000米接力给予期待。

花样滑冰：要放大招

花样滑冰是中国冬奥军团夺牌
的另一个支点，但面临的竞争形势同
样激烈。中国花样滑冰队取得了平昌
冬奥会花样滑冰4个单项、共7个参
赛名额。

在平昌奥运赛季，隋文静/韩聪
带来了全新编排的曲目《哈利路亚》，
更将重新演绎经典曲目《图兰朵》。
双人滑隋文静和韩聪的组合最具实
力，作为世界冠军，他们近几年进步
突出，尤其本赛季他们重塑的《图兰
朵》一亮相就震撼冰坛。进入赛季
后，他们夺取了中国站和日本站两个
冠军，然而在总决赛中因为两人有所
失误，未能如愿夺冠。

隋文静与韩聪身材不是很高大，
动作难度也并不高，在托举和抛跳方
面没有那么高飘，他们的特长是落冰
流畅稳定，寻求在艺术表现力上做文
章，这就要求两人必须要在技术和艺
术的结合上达到相当完美的境界才
有望取胜。

隋文静和韩聪目前在成套动作
中还保留了小秘密，准备届时在冬奥
会赛场上放大招。不过，这个小秘密
届时能否起到作用，还要看此前两人
的技术和艺术方面表现了。

雪上项目：寄希望临场发挥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一直
是我国雪上项目的排头兵。不过自
韩晓鹏之后，中国健儿总是与该项目

金牌差之毫厘。徐梦桃、齐广璞、贾
宗洋等名将已日渐成熟，平昌冬奥会
上颇有冲金希望。

目前中国队已拿满男女各4个
参赛名额，齐广璞、贾宗洋、徐梦桃等
人将向奖牌发起冲击。这个项目的
特点是偶然性很大，光是落地不稳这
一点就能让运动员前功尽弃，因此只
能寄望于中国健儿临场有出色发挥。

此外，单板滑雪U型场地是中国
雪上项目另一个有希望冲击奖牌的
单项，中国队至今在冬奥会上已参加
3次这个项目的较量，最好成绩是刘
佳宇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获得的女
子第4名。 ■ 王黎刚

“老三样”还要扛起夺金大旗
——中国军团平昌冬奥会前瞻

出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中
国体育代表团31日在北京正式成
立。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平昌冬
奥会是近年来我国代表团参赛形势
最为严峻的一届，但整个代表团将
坚定信心、勇往直前，向全世界展现
中国运动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
道德风尚，为北京冬奥会做准备。

记：中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
的目标是什么？

倪：平昌冬奥会是中国体育事
业深化改革周期第一次参加的综合
性国际赛事，意义重大。尤其作为
下一届冬奥会的东道主，中国代表
团在平昌冬奥会的表现将备受关
注，但平昌冬奥会也是近年来我代
表团参赛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届。本
届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参赛目标是：

一是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遵守竞赛规程和规

则，公平竞赛，顽强拼搏，胜不骄、败
不馁，以中国运动员良好的精神风
貌和体育道德风尚展示国家形象。
二是充分发挥应有竞技水平，努力
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干干净净参
赛，确保在反兴奋剂、赛风赛纪以及
文明礼仪等方面不出任何问题，取
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三
是广泛开展友好交流，向国际社会
展示我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民主繁荣的良好形象；向各国、
各地区代表团学习，增进了解，促进
友谊，为平昌冬奥会圆满成功做出
努力，为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奠定
基础。四是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
做好全面练兵。

记：中国代表团在平昌面对的
挑战主要有哪些？

答：从参赛角度，我们面临的挑
战有很多。比如，本届冬奥会在韩
国举行，我们的优势项目短道速滑
和速度滑冰短距离项目恰恰也是韩
国的优势项目，他们将会从裁判、场

地训练安排、比赛氛围、保障等各个
方面细致工作、于他有利，特别是打
分、接触类的比赛项目，通常会倾向
东道主，比如短道速滑裁判我国就
无人被选派到平昌冬奥会，势必影
响我国运动员的参赛环境。我们也
会强化参赛管理，从预赛开始就精
心地打好每一场比赛。

其次，队伍自身面临的问题也
比较多：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出
现伤病，比如双人滑的隋文静前段
时间受伤，还是对备战产生了影
响；一些老运动员长期受陈旧性伤
病的困扰，治疗也不能治本，凭借
毅力仍然坚持训练，但是效果也受
到影响，例如短道速滑的周洋等；
有些运动员初次参加冬奥会，出现
赛前心理波动，还需要调整和疏
解；一些项目缺乏保障团队、人员，
科研保障远远不够，更不用谈高水
平的科研保障了。

记者 刘阳 周凯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

坚定信心 勇往直前

1 月 31
日 ，在 NBA
常规赛中，休
斯敦火箭队主
场以114：107
战胜奥兰多魔
术队。

图为火箭
队球员安德森
（中）在比赛中
进攻受阻。

新华社发

NBA常规赛 火箭胜魔术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中国
足球协会青训中心授牌及青训总监聘
书颁发仪式31日在北京举行，徐根
宝、海斯特琳娜，达米亚诺、李树斌、孙
雯，肇俊哲、杨玉敏分别受聘为青训顾
问、全国青训总监和地区青训总监。

自2017年 8月起，中国足协奔
赴各地青训中心开展实地调研，深入
了解和帮助各地查找青少年足球工
作的疑点、难点和堵点。经过反复讨
论研究并征求多方意见，中国足协已
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训

练中心暂行管理办法》，对青训中心
实行申报、审核、评估制度。截至1
月25日，共有24家单位发来申报材
料。最终，北京、上海、重庆、大连、武
汉、成都等15家单位获批为新周期
第一批青训中心。此外，中国足协计
划在辽宁、四川、深圳三地建设“足球
田径混合选材基地”，混合选材基地
将以8-12岁青少年儿童训练为主，
兼顾足球和田径两个项目。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指出，
中国足协将与各省市加强合作，加快

建设一批由中国足协主导、省市共
建、国内统一标准的青少年足球训练
中心，将其打造成为中国优秀球员的
摇篮。同时，建立健全青训总监制
度，让专业人干专业事，面向国内外
聘请徐根宝等一批高水平优秀教练
员和青训专家担任中国足协青训顾
问、全国青训总监和地区青训总监，
负责指导中国足球青训体系设计、青
训中心建设和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
全面提升我国足球青训专业化、实效
化和国际化水平。

徐根宝受聘为足协青训顾问

据新华社伦敦1月30日电 英超联赛30日
进行了第25轮的三场比赛，阿森纳在客场以1：
3不敌垫底的斯旺西，利物浦则以3：0轻取哈
德斯菲尔德，积分追平位列第三的切尔西。

阿森纳在第33分钟取得领先，蒙雷亚尔接
厄齐尔斜传铲射入网。但仅过一分钟，斯旺西
就由科鲁卡斯将比分扳平。下半场，阿森纳门
将切赫大脚解围时出现致命失误，阿尤得球后
轻松破门，2：1。第 86分钟，科鲁卡斯再入一
球，为斯旺西锁定胜局。

这也是斯旺西继上一轮力克利物浦后，连续
第二场击败豪门球队，宝贵的三分帮助他们脱离
降级区，上升到倒数第四位。刚从曼联转会而来
的姆希塔良下半场替补上场，仍然无法挽回颓势，
过去六轮比赛中，阿森纳只赢得一场胜利，现在仍
然位居第六，落后少赛一场的热刺3分。

利物浦轻取升班马
英超积分追平切尔西，列第三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大中华区（含港澳
台地区）的官方独家票务代理盛开
体育 31日透露，截至目前，俄罗斯
世界杯款待球票在大中华区已售
出超过 3000 套，如德国、阿根廷等
热门队伍的款待类球票产品均销
售火爆。

据介绍，世界杯款待球票的销售
不亚于国际足联官方抽签热度，许多
热门场次已经售罄；再加上盛开体育
配套的旅游产品，中国球迷在款待类

球票及周边的消费已突破亿元人民币
大关。

对于款待类球票销售火爆的原
因，专家分析认为，国际足联虽然从
2017年9月开放了球票抽签申请，但
首轮中签率不到18%，中国球迷的中
签率就更低，这是因为中国队未能晋
级世界杯，国际足联会对中国地区的
放票数量进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
款待类球票无需抽签的便捷、随意挑
选场次的自由以及较高的性价比就会
凸显出来。

俄罗斯世界杯款待球票
大中华区销售火爆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等1414支运动队

8282名运动员中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各4141人

男运动员3636人 女运动员4646人

1个大项即雪车
2个分项即雪车、钢架雪车
10个小项即速度滑冰男子集体出发、速度滑冰

女子集体出发、混合冰壶、自由式滑雪男子U型场地
技巧、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单板滑雪女子
平行大回转、跳台滑雪女子标准台、男子四人雪车、
男子双人雪车、男子钢架雪车

55个大项 1212个分项 5555个小项的比赛

8282名中国健儿将参加平昌冬奥会

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成立

首次在1个大项、2个分项、
10个小项上获得参赛资格

制图/王凤龙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3天的角逐，2018
年“中信国安杯”首届万宁网球公开赛近日在万宁
收拍。在团体决赛中，鹿回头精英队战胜了天鹰
网球俱乐部队，夺得冠军。天鹰网球俱乐部队屈
居亚军。

本次比赛设团体赛和单项赛，团体赛由男子
双打、男子80+双打和混合双打三个项目组成，单
项赛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团体赛
采用3场2胜制，团体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为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8强赛为淘汰赛制。
每场比赛不允许运动员兼项。

海航网球队和陵水组合网球队获并列团体第
3名。获得男子单打冠亚军的分别是李精和王孟
平，周逢秋和韩夏畴获并且第3名。叶宝/慕容嘉
和许国/朱文胜分列男子双打冠亚军，李继承/李正
伟和杨文四/韩夏畴获得并列第3名。获得混合双
打冠亚军的分别是王团/于艳梅和许国/赵小光，冯
崇坚/刘洋和杨文四/买小萍分列并列第3名。

万宁网球公开赛收拍

据新华社浙江慈溪1月31日电（记者肖亚
卓）2017—2018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半
决赛和决赛将于2月1日和2日在浙江省慈溪市
举行，赛事组委会31日在当地举行了半决赛的对
阵抽签仪式，林丹领衔的常规赛头名青岛仁洲队
将迎战常规赛排名第三的浙江能源队。

另一场半决赛将在厦门特防队和江苏安妮儿
队之间进行。

本赛季的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一共有
七家俱乐部参加，常规赛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赛。
经过两个月的争夺，青岛仁洲、厦门特防、浙江能
源以及江苏安妮儿脱颖而出，获得了半决赛入场
券。其中，青岛仁洲以11胜1负的绝对优势获得
常规赛第一名。

按照赛程，四支队伍将于2月1日进行半决
赛的争夺，其中青岛与浙江的比赛将在下午两点
进行，厦门与江苏的比赛将在晚上七点半举行。
2月2日下午两点将进行三、四名决赛，而最后的
冠军争夺战将在2日晚上七点半进行。

在当天的抽签仪式上，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
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二部部长冯平善表示，本届羽
超联赛最大亮点是超顶级、高水平。联赛以俱乐部
形式参与，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羽毛球选手。

羽超联赛四强对阵出炉
青岛战浙江 厦门对江苏

据新华社巴黎1月30日电（记者苏斌）法甲
“领头羊”巴黎圣日耳曼队30日在法国联赛杯半
决赛最后时刻遭遇惊魂，客场作战的他们在手握
三球优势的情况下，终场前被雷恩连扳两城，不过
最终还是以3：2胜出，率先挺进决赛。

巴黎圣日耳曼主教练埃梅里对首发阵容做出
六处调整，伤愈复出的姆巴佩担任首发。“大巴黎”
在第24分钟依靠穆尼耶连续摆脱后的抽射打破
僵局，这位26岁的比利时右后卫本赛季已为球队
奉献4粒进球。

赢得国内杯赛连续第37场胜利后，巴黎圣日
耳曼依旧保有法国联赛杯五连冠的希望，他们将
在决赛中静待摩纳哥与蒙彼利埃之间的胜者。法
国联赛杯决赛将于3月31日进行。

比赛末段遇惊魂

“大巴黎”晋级
法国联赛杯决赛

新华社罗马1月30日电 意大利杯半决赛首
回合30日先赛一场，凭借伊瓜因在开场不久后的
进球，尤文1：0客场战胜亚特兰大，伤愈复出的布
冯在比赛中扑出一粒点球。

开场仅3分钟，伊瓜因带球杀入禁区，晃过对方
防守球员后右脚推射入网，尤文取得梦幻开局。第
24分钟，当值主裁判认定尤文中卫贝纳蒂亚在禁
区内手球，亚特兰大获得点球机会，但戈麦斯的射
门被伤愈复出、几天前刚刚度过40岁生日的布冯
扑出。随后的比赛，两队均有不错的得分机会，但
都未能改写比分，1：0的结果也被保持到了终场。

双方次回合的比赛将在2月28日打响，另
一场半决赛将于31日在AC米兰与拉齐奥之间
进行。

意大利杯伊瓜因闪击布冯扑点

尤文一球小胜亚特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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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靖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在31
日召开的中国足协青训中心授牌及青
训总监聘书颁发仪式上，中国足协公
布了《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
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足协提出的8项青训新规中，对
《转会规定》的重要调整有：一、加大
对未满16周岁青少年球员国内转会
的管控力度，对《转会规定》中“只有
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球员方可进行
国内转会”条款中的例外规定进行调

整，将其中的“工作证明”调整为“社
保凭证或个税缴纳证明”。二、调整
原青少年球员国内培训补偿年龄限
制的内容，对《转会规定》中可获得培
训补偿的起始年龄由原12周岁（至
21周岁期间）调整为8周岁。三、调
整国内青少年球员培训补偿费用标
准，第一类别俱乐部（中超）50万元
人民币/年；第二类别（中甲）25万元/
年；第三类别（中乙或12-15周岁）
10万元/年；第四类别（其他俱乐部
或8-11周岁）2万元/年。

中国足协公布新规
完善青训转会与培训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