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世锦赛之旅，带伤作战的谷
爱凌便收获了 2金 1铜，她也由此成
为历史上第一位在单届世锦赛斩获
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选手。

北京时间 3 月 17 日，在 2021 年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女子大跳台决赛
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以 161.50 分位
列第三，收获一枚铜牌。加上此前
在 U 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巧项目夺
得的两枚金牌，谷爱凌已经成为雪
上极限项目的耀眼明星。她表示，
目前她最大的目标就是在北京冬奥
会上夺金。

与 U 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巧项

目的规则不同，大跳台的决赛共进行
3轮，但并非取最好成绩作为排名依
据，而是取两轮最好成绩相加作为最
终成绩。第一跳，谷爱凌的发挥并不
理想，落地后摔倒在赛道上，只得到
25 分。第二跳，谷爱凌继续挑战首
轮的动作，并顺利完成，得到了87.25
分。最后一轮，谷爱凌增加了动作难
度，虽小有瑕疵但基本完成，得到
74.25分。

通过最近一系列比赛，谷爱凌在
3个项目展现了强大竞争力，相信到
了北京冬奥会，谷爱凌仍能给观众带
来惊喜。

两金一铜 谷爱凌创造历史
本报记者 黄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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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们学校被评为全国
冰雪运动项目特色学校，这些年曾在
辽宁省首届大众速度滑冰挑战赛、沈
阳市首届全民冰雪运动会、沈阳市中
小学速度滑冰比赛等省市各级大赛
取得佳绩，其中一名学生已被输送到
专业队进行试训。”沈阳市沈河区马
官桥小学校长张华的上述介绍，其实
是全国中小学发展冰雪运动的一个
缩影。2015 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
功并发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号召，如今冰雪运动已在众多青
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是深化学
校体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冰
雪运动普及的重要举措。对推广冰
雪运动的最基层单位——学校来说，

“教会、勤练、常赛”，结合本地实际形
成本校冰雪运动的特色，非常关键。
马官桥小学体卫艺主任赵盛昆对此

表示：“以前开展冰雪运动要找专业
的社会机构或公益性组织进行校外
培训与学习，好处是学生能以研学的
形式体验到校内没有的体育项目，学
习到专业的体育技能。缺点是不能
惠及大多数学生且在时间地点上多
有不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学校采
取了招聘专业教练员、引进专业场地
器材、自主浇冰等措施，主动开展冰
雪运动。”

从以往的“体教结合”向“体教融
合”转型，马官桥小学在开展冰雪运
动方面是个范例。张华告诉记者：

“简单来说，就是将以往侧重‘走出
去’的做法，逐步转向‘引进来’的策
略，并在冰雪运动中从重视成绩向重
视学生身心健康转变，切实将冰雪运
动回归到育人的教育本位上，以开展
冰雪运动为契机，打造‘一校一品’到

‘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

冰雪项目受场地条件制约，无
法在一年四季开展。不过，有了冰
雪项目这个“龙头”，马官桥小学其
他体育项目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据
了解，除了是冰雪特色校之外，马官
桥小学还是轮滑特色校，另外近些
年篮球、啦啦操、短绳、田径等项目
以大课间活动、兴趣小组及各类竞
赛为平台，开展情况都很好，结合学
校“每天阳光体育锻炼一小时”制
度，“一校多品”得以落实。“冰雪运
动对其他运动有促进，速滑可以提
高心肺功能、增强下肢力量以及改
善平衡能力，这些都是孩子在大多
数运动项目中所需要的基本能力。”
张华对记者说。

更让人高兴的是，参加冰雪运动
后，学生们对体育运动热情高涨，“体
育课留作业”也已成为现实。“我们学
校的体育课会结合教学实际给学生

留作业，寒暑假我们也会给学生留体
育打卡作业，包括立定跳远、坐位体
前屈、原地开合跳、原地蹲起、高抬
腿、跳绳、踢毽子、仰卧起坐、平板支
撑等多个项目。相比文化课作业，大
多数学生更乐于完成体育作业。”赵
盛昆笑着告诉记者。

有专家认为：“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的筹办为奥林匹克文化融入学校
体育提供了良好契机，冰雪运动具有
独特的教育价值，如滑行和旋转中的
独特体验、对身体和情绪的自我控
制、冰天雪地中的环境感知和生态意
识等。奥林匹克文化在校园中的传
播有赖于体育和教育的融合，冰雪项
目有助于培养青年人意志品质。”可
以说，北京冬奥会能够在校园中留下
的宝贵财富，就是能让更多青少年找
到合适的体育项目，增强体质，享受
运动乐趣。

从“一校一品”到“一校多品”

冰雪运动展现独特教育价值
本报记者 李 翔 黄 岩

2020-2021雪季已经结束，群众
对冰雪运动的参与热度如何，滑雪场
的经营者感受最直接。

“这个冬天，我们滑雪场接待了
近8万人次滑雪爱好者，创纪录了！”
辽阳弓长岭温泉滑雪场总经理田明
爽颇为兴奋地告诉记者，“冬令营培
训持续火爆，几乎每期都满员。另
外，滑雪爱好者的复滑率特别高，特
别是单板滑雪，青少年成了主力军。”

沈阳东北亚滑雪场总经理马岩表
示，刚过去的雪季，她最大的感受就是
青少年滑雪人群大幅度增长，“每逢周
末及节假日，上午10点多单板就全部
租出去了，尽管雪季前我们有预见性
地购置了一批，但还是不够用。下个
雪季，一定要再购置一批……”

沈阳白清寨滑雪场负责人李增
武告诉记者，这个雪季白清寨雪场共
举办7期冬令营，累计学员800人，青
少年学习单板的比例达到56%，而上
一个雪季这项数据是44%。

省冰雪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说：“青少年滑雪大多选择单板，
时尚、潮流，各雪场单板短缺，反映出
青少年滑雪者快速增长的状况。”

除了滑雪场，省内各戏雪场地在
刚过去的雪季也是人流如织。沈阳
奥体国际冰雪嘉年华负责人介绍，这
个冬天他们接待游人近17万人次。

谈及辽宁冰雪运动持续升温，省
体育局负责人就此表示，辽宁具有得
天独厚的冰雪自然资源，借助北京冬
奥会的东风，省体育局将扩大“冰雪
辽宁”系列活动的社会影响，带动更
多群众走向户外，走进冰天雪地，参
与冰雪运动，扩大辽宁省参与冰雪运
动的人口，助力实现国家提出的“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该负责人表示，雪季结束后，辽
宁冰雪赛事活动不停歇，冰雪热度不
降温。比如，全国大众冰嬉趣味挑战
赛将于本周末在沈阳举行，辽宁省冰
雪运动进校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将
于 3 月 23 日在辽阳市弓长岭区雷锋
小学举行……

青少年是滑雪运动主力军

雪季结束 辽宁冰雪赛事不停歇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7日辽宁男篮与南京同曦队
的比赛，丛明晨投进了一个三分
球，准确地说，他 5 次在外线出手
才命中这记三分球。而丛明晨上
一次在比赛中投进三分球，同时也
是上一次在比赛中得分，已经是半
个月前与浙江广厦队的比赛了。

常规赛第三阶段以来，丛明晨
出战 5 场，在三分线外 24 次出手，
却只命中3球。尽快走出低谷，恢
复赛季初的高效射手本色，是丛明
晨的当务之急。常规赛第三阶段
开赛以来，丛明晨仿佛忽然丢掉了

“投篮包”。3月1日与福建队的比
赛，4投0中；3月3日与广厦队的比
赛，9投2中；3月10日与四川队的
比赛，2投0中；3月14日与福建队
的比赛，4投0中；本场比赛，5投1
中。很难想象，这是一名射手交出
的数据。丛明晨的糟糕状态，导致
他在没有出现伤病的情况下，有 3
场比赛被教练组雪藏。

本赛季丛明晨有一个梦幻开
局，三分球命中率长时间保持在接
近五成的水平。2020 年 11 月 9 日
与广州队的比赛，丛明晨在三分线

外 14 投 10 中，得到职业生涯个人
单场最高的33分。那个时候的丛
明晨，是辽宁男篮外线最值得信赖
的得分点之一，有些场次的数据甚
至达到了顶级投手的水准。

即便丛明晨近几场命中率低到
离谱，本赛季至今他个人的三分球
命中率还是达到了 41.3%，在目前
CBA所有球员中排在第15位、在国
内球员中排在第11位，可见他之前
的表现多么出色。可以说，第三阶
段的丛明晨，并不是人们熟悉的丛
明晨。要知道，丛明晨很少勉强出

手，一旦他在三分线外投篮，都是机
会不错的时候。因此，近五场的命
中率绝对不是他的真实水平。

丛明晨的主要问题不在技战术
层面，而是在心理上。本场比赛第
四节有这样一个场面，在没有对手
紧逼的情况下，丛明晨竟然把球运
出了界。虽然他不以持球能力见
长，但也不该出现这样的低级失
误。丛明晨现在处于低谷期，但这
也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
点。有的时候，球员会不会成长为
球星，在于能不能捅破那层窗户纸。

近五战三分球24投3中

丛明晨急需找回准星
本报记者 李 翔

体教融合走进冰雪运动（二）

CBA最前线

没有任何意外，面对此前 10
连败的南京同曦队，辽宁男篮以
105∶82 轻取对手，以两连胜结束
常规赛第三阶段。接下来，球队将
进入长达 9 天的假期，下一次亮
相，就要等到3月26日与吉林队的
比赛了。

本场比赛，作为“一年级新生”
的吴昌泽得到 14 分、11 个篮板、3
次助攻、3次抢断和1次盖帽，填满
了数据栏，拿到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两双。

由于南京同曦队与辽篮的实
力差距比较明显，而且缺少优质
国产内线，辽宁男篮此役让替补
中锋朱荣振在场下休息。韩德君
虽然首发出场，但也只打了半场
多一点的时间，在得到 13 分、7 个
篮板后提前“打卡下班”。

两名四号位球员付豪和吴昌
泽此战得到充分信任，付豪得到
16分、8个篮板，并送出 2次助攻，
与队友的配合比前几场比赛默
契。至于吴昌泽，可以说是本场比
赛辽宁男篮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在 27 分 27 秒的出场时间里，他 7
投 6 中，得到 14 分，这是他本赛季
第三高的单场得分。要知道，上一
轮与福建队比赛时，吴昌泽 7 投 0

中，此役则是 7 投 6 中。与福建队
比赛两天后，他就把命中率提高到
86%，让人非常吃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昌泽在
防守端全力以赴，对南京同曦队大
外援摩尔特里的盯防非常成功。
作为南京同曦队为数不多具备较
强进攻能力的球员，本场比赛摩尔
特里是该队唯一的主攻点，吴昌泽
的防守压力可想而知。全场比赛，
摩尔特里虽然得到全场最高的 24
分、14 个篮板，但他的正负值只
有-26。吴昌泽则拼下 11 个篮板
球，不仅在全队排名第一，而且创
造了他个人单场篮板数新高。

虽然本场比赛的含金量不太
高，但能够拿到职业生涯第一个两
双数据，此役对于吴昌泽这名新秀
来说可喜可贺，非常值得纪念。

本场比赛之后，辽宁男篮的 5
名球员郭艾伦、赵继伟、张镇麟、韩
德君和丛明晨将前往青岛参加
CBA全明星赛，对于这几名球员缺
席训练的影响，辽宁男篮主教练杨
鸣表示：“参加全明星赛对备战第
四阶段比赛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
我们会力争把影响降到最小。我
既然出任辽宁男篮主教练，压力一
直不会小，我必须学会承受压力。”

收获职业生涯首个两双

吴昌泽没辜负教练组信任
本报记者 李 翔

图为3月17日，辽宁男篮球员吴昌泽在比赛中扣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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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谷爱凌在女子大跳台决赛中。

3月17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2020-2021欧冠联赛1/8决赛次回合比
赛中，皇家马德里队以3∶1战胜有“欧冠黑马”之称的意甲劲旅亚特兰大队，从
而以4∶1的总比分晋级八强。图为皇家马德里队球员门迪（中）与亚特兰大队
球员梅勒在比赛中拼抢。

皇马淘汰黑马晋级欧冠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