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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烽火

进军冰雪季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田协
短跑项群基地赛第一站比赛收官，
谢震业、梁小静分别获得男女百米
冠军。谢震业的成绩是 10 秒 31，
梁小静则以 11 秒 47 获得女子冠
军。谢震业10秒31的成绩也创造
了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世界排名
第二，梁小静的成绩同样排名亚洲
第一。

目前，本赛季男子100米世界
最好成绩由布朗宁创造，成绩为
10秒23，女子100米世界第一则是
新西兰的霍布斯，成绩是 11 秒
35。本次比赛中，名将苏炳添以及
在去年创造了全国百米青年纪录
的何宇鸿同时缺席。

各项目的比拼在国家田径队所

在的深圳大运中心封闭集训基地展
开，本次赛事旨在通过内部测试检
验运动员冬训阶段的备战成果。

本场基地赛共进行了包括男
子 100 米、女子 100 米、男子 200
米、女子 200 米、男子 400 米、女子
400 米等 8 个项目的比拼。谢震
业、梁小静、吴智强、梁劲生等国家
队短跑选手亮相赛场；广东队、四
川队、福建队等田径强队参与了本
场角逐。

谢震业赛后表示，本次比赛基
本完成了教练赛前制定的目标，中
后程跑出了自己节奏，但在起跑方
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新的一年，谢
震业期待能在更多的比赛中获得
提高，在成绩上有新的突破。

关门比赛
中国田径仍然频出好成绩
本报记者 黄 岩

在刚结束的2020-2021全国越野
滑雪锦标赛上，建队只有 1 年半的辽
宁越野滑雪队取得 7 枚金牌、3 枚银
牌，另有16个前八名的好成绩。与此
同时，他们还创下全项参赛、首夺女子
项目冠军、首获女子接力项目奖牌等
多项队史纪录。

需要提及的是，张春雨一人即获
得男子项目 5 枚金牌，在比赛现场接
到了国家队的“录取通知书”，将进入
新一期国家集训队，全力备战北京冬
奥会；陈爽、周阳等年轻小将凭借本次

比赛的出色发挥，也有望进入国家队
备战大名单。2019 年 8 月才正式建
队的辽宁越野滑雪队是如何迅速取得
佳绩的？

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冬季运动项
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冬回答说：“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项目设置上
有创新，二是在训练模式上有创新。”

在项目布局上，辽宁冰雪运动充
分利用了辽宁体育的传统优势。辽宁
运动员素以体能出众著称，辽宁的优
势项目普遍集中于长距离、大级别、耐

力好、力量型的项目。王冬指出，“结
合这一特点，我们在项目布局上首选
并重点发展越野滑雪项目。越野滑雪
项目具有长距离、拼耐力的特点，组队
后，很多运动员是从田径、赛艇、中长
跑等项目上跨项选拔而来，有体能基
础，能够产生事半功倍、迅速出成绩的
实际效果。”

训练上创新，即越野滑雪队、冬季
两项队一起训练、一起参赛，训练比赛
由此产生“1+1>2”的实际效果，这在
全国也是一种全新尝试。“我们的越野

滑雪队、冬季两项队建队时间较晚，队
伍人数有限，两队合练，能够彼此促
进。从本次比赛来看，作为越野滑雪
与冬季两项的兼项队员，张春雨拿了
5 枚金牌，对我们的训练模式是一种
肯定。”

据王冬介绍，经过本次全国锦标
赛的检验，辽宁越野滑雪队的队员们
经受了历练，取得了收获。更有多名
运动员进入国家集训队，这也让辽宁
冰雪运动员迎难而上的信念更加坚
定、夺取佳绩的信心更加充足。

组队仅一年半 勇夺七枚金牌

辽宁越野滑雪队一鸣惊人
本报记者 朱才威

X Games 世界极限运动会女子
坡面障碍技巧比赛 1 月 31 日凌晨结
束，中国选手谷爱凌以 4 轮零失误的
精彩表演夺得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
比赛中拿到的第二枚金牌。在前一天
的超级 U型场地比赛中，谷爱凌历史
性地为中国选手拿到世界极限运动会
的首枚金牌，此外，她还获得了大跳台
项目的第三名。

作为本次 X Games 年龄最小的
参赛选手，17岁的谷爱凌报名参加全
部 3个项目，她赛前试滑 9个小时，只
休息30分钟，备战强度极大。功夫不
负苦心人，在率先进行的大跳台比赛
中，谷爱凌便以 73 分获得季军，取得
开门红。

随后进行的U型场地比赛分为4
轮。谷爱凌首轮便完成了全部6个难
度动作，得分排在第一位。此后3轮，
她都以稳健的表现完成比赛，且动作
难度及表演细节均强于对手。这枚金
牌最有力的争夺者、2018年冬奥会和
2019年X Games该项目冠军夏佩尔，
则在第三轮冲击高难度动作时摔伤离
场。最终，谷爱凌摘得金牌，为中国滑
雪项目书写历史。

X Games 是极限运动的世界顶
级赛事，组委会每年都会邀请商业
赛事排名靠前的选手或冬奥会、世
锦赛冠军参加。中国单板 U 型槽名
将刘佳宇、蔡雪桐曾多次受邀出战，
后者也是首位夺得该赛事奖牌的中
国选手。

受疫情影响，X Games 去年被迫
停办。本赛季赛事重启后，谷爱凌是

参赛名单中唯一的中国选手。谷爱凌
最近一次让人们感叹她的优秀，并不
是在运动场上。2020年年底，谷爱凌
宣布自己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这让人
们发现这个小姑娘不仅是运动场上的

冠军，还是校园中的“学霸”。谷爱凌
随后透露，因备战北京冬奥会，她将推
迟一年入大学学习，以便有更多时间
训练，力争取得好成绩。

赛场上，谷爱凌的特点是动作多

样性强，这使她受到裁判青睐。极限
运动会的两金一铜，证明谷爱凌一直
在持续进步并且状态优异，人们期待
一年后她能在北京冬奥会上带来更大
的惊喜！

“两金一铜”，谷爱凌创造历史
本报记者 黄 岩

没有邓蒙，没有罗汉琛，甚至也
没有董瀚麟，以如此阵容出战的上
海队当然难与辽宁男篮抗衡。1月
31日，辽宁男篮以117∶95轻松战胜
上海队，近期取得 11 连胜，2021 年
里至今保持不败。

上海队是赛季前引援动作最大
的球队之一，纸面实力并不比辽宁
男篮差多少，此前还曾经击败卫冕
冠军广东队。但上海队近期饱受伤
病困扰，上一轮面对北控队时，大名
单里只剩下 10 名球员。此役在与
新疆队比赛中鼻梁骨折的宗赞火线
复出并交出17分、13个篮板的两双
数据，但轮换阵容无法提供足够的
战斗力，令上海队全场处于苦苦追
分的状态。

尽管上海队几度尝试反扑，
并在第四节曾经将分差缩小至 9
分，但只要辽宁男篮稍微发力，分
差马上会再度拉开。本场比赛上
海队不可谓不顽强，篮板球比拼
中以 58∶38 全面占优、抢了 25 个

前 场 篮 板 就 是 证 明 。 在 此 情 况
下，辽宁男篮还能轻松获胜，主要
赢在了抢断上。开场后前两个回

合，辽篮均完成抢断并快攻得手，
使得对方主帅在开赛不到两分钟
就申请了暂停，这在以往的比赛

中非常罕见。
全场比赛，辽宁男篮在抢断上

以17∶7占据绝对优势，其中赵继伟
一人就贡献 8 次抢断，内线球员张
镇麟也有4次抢断。在辽篮极具弹
性的防守之下，上海队的失误次数
居高不下，全场达到 24 次，而辽篮
只有 10 次。弗雷戴特虽然砍下全
场最高的 29 分，但也出现了多达 4
次失误，这说明辽篮的针对性防守
很有效果。

在效力浙江广厦队期间每次遇
到辽篮总有精彩发挥的刘铮此役大
失水准，只得到 2 分、3 个篮板和 6
次助攻，却有5次失误。

在赢下本场比赛之后，辽宁男
篮已经将连胜场次扩大到11场，刷
新了本赛季 CBA 的连胜纪录。在
前 35 轮比赛中，辽篮取得 32 胜 3
负，创造了队史同期最佳战绩。

2月3日，辽宁男篮将迎战广东
队，谁将在这场强强对话中胜出，极
为引人关注。

每次上海队反扑 都被迅速压制

辽篮刷新本赛季CBA连胜纪录
本报记者 李 翔

1月31日辽宁男篮与上海队的
比赛气氛十分友好，两队的犯规加
起来仅有 38 次，在此情况下，双方
多名球员交出了不错的数据。

和另两名内线球员韩德君、张
镇麟得分均为“20+”比起来，朱荣
振得到7分并不显眼，但他却有5次
盖帽，这也创造了他加盟辽宁男篮
以来的新高。

本场比赛，上海队的选秀状元
区俊炫的发挥非常抢眼，交出 10

分、14个篮板的CBA生涯首次两双
数据，还抢到8个前场篮板。但是，
区俊炫在比赛中吃到 3 记“火锅”，
全是拜朱荣振所赐。

在登场的14分10秒期间，朱荣
振在辽篮篮下先后 5 次送出封盖，
创造了加盟辽篮以来的纪录，距离
他职业生涯的最高纪录只差1次。

实际上，朱荣振有着 2.18 米的
身高，且在内线球员中移动速度较
快，哪怕他只是站在篮下，对对手都

有巨大的威慑力。他加盟辽篮之初
表现不佳，饱受犯规困扰，多少与其
缺少经验有关。

随着比赛深入，朱荣振的心态
得到了较好调整，比赛中的感觉越
来越好。

尽管在进攻中的“吃饼”能力还
有待提升，但他至少在防守端已经
可以很好地控制技术动作，利用自
己身高臂长的优势来护筐。

近一阶段比赛，朱荣振足够争

气，在球队中的战术地位有所提
升。按理说，作为替补球员，“垃圾
时间”本是证明自己的机会。近几
场比赛，尽管辽篮顺风顺水早早锁
定胜局，但朱荣振享受的是提前“打
卡下班”的主力待遇。

这意味着他已经不需要通过
“垃圾时间”的表现来赢得教练组的
信任。当然，朱荣振毕竟还很年轻，
他的进步有多大，2月3日与广东队
的比赛将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个子高移动快 单场送出5次封盖

朱荣振已不需在“垃圾时间”练级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1月
31日，“2021年全国冬泳日系列活
动暨沈阳第六届国际冬泳邀请
赛”在沈阳市沈水湾冬泳基地落
下帷幕。

此次活动以“筑梦冰雪，拥抱
冬奥”为主题，采取全新的云技术
手段，以线上“云赛场”与线下比赛
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本次活动由
沈阳市冬泳协会、沈阳市游泳协会
主办，由辽宁大国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

为避免大规模人员聚集，本次
活动分散参赛人员，线下活动设有
主会场、分会场。

本次活动在 3 个时间、3 个地
点展开，3个会场联动。1月29日，
沈阳市沈河冬泳基地主会场以冬
泳专业技术表演为主，分为专业蝶
泳、自由泳泳姿表演，专业跳水表

演，全体畅游表演等。1月30日，北
陵冬泳基地分会场推出精彩的冬
泳文艺表演，包括表演唱《冬泳
人》、4种泳姿的健身操、冰上舞蹈、
跳水表演等。1月31日，在沈水湾
冬泳基地分会场，冬泳人带来了跳
水表演、各种泳姿表演、水中静漂
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冬泳爱好者在冰天雪地中畅
游、表演，挑战严寒极限，极大地鼓
舞了健身爱好者，营造了浓厚的迎
接北京冬奥会氛围。

此外，线上赛即“云赛场”，接
受全国所有冬泳爱好者报名，并将
评选线上健身达人。“云赛场”要求
参赛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将参赛
视频或参评照片发送至赛会指定
邮箱。报名截止后，组织者将邀请
冬泳专家和裁判进行评比，为优胜
者颁发证书和奖品。

沈阳第六届
国际冬泳邀请赛落幕

CBA最前线

1月31日，辽宁男篮球员赵继伟（中）上篮。

1月31日，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

1月30日，在意甲联赛第20轮比赛中，AC米兰队以2∶1险胜博洛尼
亚队，仍然领先国际米兰队2分，保住了意甲头名位置。图为AC米兰队
球员凯西（右一）在比赛中破门。

险胜 AC米兰保住头名

1 月 31 日，西甲联赛第 21 轮比赛中，皇家马德里队主场以 1∶2 惜
败，在多赛两轮的情况下，落后榜首的马德里竞技队7分。图为皇家马德
里队球员门迪（左）与莱万特队球员梅莱罗在比赛中拼抢。

惜败 皇马离榜首渐远

1月31日，在英超联赛第21轮比赛中，阿森纳队以0∶0战平曼联队。
对力争夺得3分的英超两强来说，只拿到1分并不“解渴”。图为阿森纳队
球员拉卡泽特（右二）在比赛中进攻受阻。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闷平 英超两强都不“解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