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7日 星期二

编辑：傅淞巍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牛凤宇体育新闻
TIYUXINWEN

12

欧陆烽火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翔 报 道
2019 年 9 月，辽宁男篮曾在东亚
篮球超级联赛上力压群雄夺冠，
这也是辽宁男篮最近一次获得洲
际赛事冠军。东亚篮球超级联赛
组委会近日宣布，将于 2022 年 10
月开启全新的主客场赛制比赛。
作为 CBA 联赛的老牌劲旅，辽宁
男篮是新赛季东超联赛的受邀参
赛球队，如果能够参赛，辽宁男篮
将全力争取卫冕。

东超联赛曾于 2017-2019 年

在中国澳门连续举办4届，改制后
的东超联赛首个主客场赛季目前
确定有8支俱乐部球队参与，每队
共计12名队员参赛，可包括2名外
援及 1 名亚洲外援。东超联赛组
委会与国际篮联、亚篮联签订了为
期 10 年的合作协议，将建立首个
覆盖东亚地区的篮球俱乐部联赛，
联赛冠军奖金高达 100 万美元。
根据赛制，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2月，东超联赛将进行主客场小组
赛，2023年3月将进行四强赛。

东亚篮球超级联赛改制

辽宁男篮期待卫冕

本报讯 挑战冰雪游戏，赢取体
彩大礼。12 月 4 日、5 日，中国体育
彩票“爱冰雪 同喝彩”冰雪嘉年华
辽宁首站活动在万达广场沈阳奥体
店举行。

在 4 日的启动仪式上，冰雪嘉年
华现场五大主题游戏区准备了一系列
新鲜好玩的游戏，其中冰壶挑战、VR
滑雪体验等环节，吸引了众多市民驻
足参与，大呼过瘾。

按照游戏规则，参与者在活动入
口处领取通关卡，在“乐拍冰雪”“炫彩
一下”“益彩纷呈”“公益风采”“筑梦冰
雪”五个主题活动区参与打卡，完成与
体彩超级萌物乐小星合影、体验 VR
滑雪、挑战冰壶运动、观看体彩品牌漫
画、了解冰雪“冷”知识等任务，可获得
一次线上抽奖机会，中奖者现场可在

“乐享精彩”兑奖区进行兑换。
作为活动的主办方，辽宁体彩中

心精心准备的奖品包括运动手环，中
国体育彩票定制抱枕、运动包，乐小星
公仔。在两天的活动中，有趣的游戏

和诱人的奖品，共吸引超过2000人参
与挑战，送出体彩定制好礼972份。

除了抽奖环节，在“炫彩一下”主

题区同样可以与“幸运”邂逅。辽宁体
彩中心带来了多款“顶呱刮”主题即开
票，不少购彩者兴致勃勃地选择了中

意的即开票，“紧张刺激”地一点点刮
开“谜底”，“中奖了当然高兴，没中奖
知道买彩票也可以为公益做贡献，也
不觉得遗憾了”，市民张女士笑着说。

近年来，体彩公益金一直全力支
持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 2017 年 到
2020 年，体彩公益金投入 16.5 亿元，
支持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及国家队训
练。在辽宁，体彩公益金对冰雪运动
的支持同样不遗余力，辽宁是冰雪运
动大省，辽宁军团是在国际赛场为国
争光的主力军。大众冰雪运动方面，
十大全民健身品牌活动之一的“冰雪
辽宁”“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等，都是
体彩公益金重点支持的大众冰雪活
动。每年冬天，体彩冠名的冰雪运动
赛事覆盖多个年龄段，通过一系列冰
雪活动的开展，推动越来越多的辽宁
人走上冰雪场，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12 月 11 日、12 日，“爱冰雪 同喝
彩”冰雪嘉年华辽宁站活动将转场至
万达广场沈阳北一路店。

佟 娇

“爱冰雪 同喝彩”冰雪嘉年华辽宁站活动启幕

12 月 4 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世界杯芬兰站落下帷幕，中国队取得
佳绩，收获3枚金牌、2枚银牌。其中，
辽宁选手徐梦桃夺得女子个人和混合
团体 2枚金牌，她累计拿到 27个世界
杯系列赛冠军，成为该项目的“世界杯
赛场第一人”。

作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的主力队员，31岁的徐梦桃肩负在北
京冬奥会上冲金的重任。辽宁省体育
事业发展中心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王冬6日向记者表示：“此次世界杯芬
兰站是北京冬奥会之前系列国际热身
赛的首站比赛，徐梦桃获得两金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给她发微信表示祝贺。
除了徐梦桃外，贾宗洋、邵琪、王心迪
等辽宁运动员在本站比赛的成绩也不
错，他们将随国家队在海外继续参加

系列赛事，以赛代练，力争以最佳状态
参加北京冬奥会。”

据王冬介绍，徐梦桃等辽宁运动
员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绝
对主力，尽管之前长时间未能出国比
赛，但大家在国内的冬季训练和夏季
训练中极为努力，训练效果非常好。
特别是在秦皇岛夏训基地，大家通过
水池辅助训练，在空中难度、起跳细节
等方面进行改进，为今冬的实战打下
坚实基础。此外，中国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队的教练、保障、医疗、科研团
队成员也主要来自辽宁。

作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世
界杯赛场第一人”，徐梦桃最初的体育
特长并不在冰雪上，而是在体操房
里。她从4岁开始练习体操，8岁入选
辽宁省体操队，12岁参加省运会并取

得了3金2银1铜的好成绩。后来，徐
梦桃被自由式滑雪教练陈洪彬看中，
才转了项目。尽管她在滑雪项目上从
零出发，但凭借扎实的体操功底，进步
速度非常快。

2007年，徐梦桃为中国队赢得第
一个世青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
军。2009年，她在莫斯科首度登顶为
世界杯冠军。在之后的13年里，徐梦
桃将世界杯冠军的数量提升到了创纪
录的27个，并曾在两个赛季蝉联世界
杯总冠军头衔。索契奥运周期，徐梦
桃迎来运动生涯高峰，收获了自己的
第一个世锦赛冠军。

用徐梦桃自己的话说，“其他的冠
军都拿过了，就差一枚奥运金牌！”

出征北京冬奥会将是徐梦桃第四
次参加冬奥会，回首前三届，她经历了

太多的曲折和考验。2010年，徐梦桃
首次参加冬奥会，她在比赛中获得第
六名的成绩；2014 年索契冬奥会，状
态火热的徐梦桃被认为是夺冠热门，
但她最终错失金牌，取得一枚奥运会
银牌；2018 年平昌冬奥会，徐梦桃依
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但她在比赛第
二轮出现失误，重重地摔在赛场上，最
终仅排名第九。赛后她擦着眼泪表
示：“我全力以赴了，不知道是否还有
再战冬奥会的机会。下一步先做手
术，等康复后再说。”

康复后，徐梦桃选择归队训练。对
于徐梦桃来说，所有的坚持都是为了
2022年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她期待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自己腾
空而起，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然后
稳稳落地，如愿摘取奥运金牌。

拿到27个世界杯系列赛冠军

徐梦桃还差一枚冬奥会金牌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本月初，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
主教练人选发生更迭：李霄鹏成为李
铁的继任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
霄鹏的主要任务是率队完成 2022 年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2 强赛最后 4
轮，然后备战将于2023年在中国举办
的亚洲杯足球赛。

12强赛赛程过半，中国足协选择
在这个时间节点换帅，有些出乎人们
预料。12 强赛前 6 轮比赛，李铁麾下
的国足以1胜2平3负积5分的战绩排
在小组第五名，这个成绩虽然不理想，

但并非无法接受。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如果换其他国内教练率队，或许过
程会有所不同，但成绩单肯定大同小
异。如果未曾发生一些赛场外因素，
中国足协确实也没有理由启动换帅程
序。这个时候换帅，无论对国足还是
对新帅来说，都不是很合适。

国足所在的 B组，沙特队以 16分
领跑，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别以12
分和11分紧随其后。在理论上，国足
还有追赶小组前三名的可能，但实际
上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日本队和澳

大利亚队实力超强，沙特队又捞足了
分数，国足想要挤掉这 3 支球队希望
渺茫。退一步讲，就算国足拿到小组
第三，获得参加洲际附加赛的资格，面
对南美洲第五名球队，也将毫无胜算。

如果以 12 强赛最后 4 轮作为“大
考”的成绩指标，对李霄鹏来说太不公
平。因此，接下来的4场比赛，国足只
要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打出让人
比较满意的比赛内容，就算完成任
务。如果说成绩方面有一些要求的
话，唯一的“硬指标”，或许就是客场与

越南队的比赛了。只要这4场比赛国
足的表现不是太差，相信李霄鹏可以
坐稳国足帅位。

一旦无法进军卡塔尔世界杯，国
足从 2022 年 4 月起就没有大赛可打。
国足下一次在大赛亮相，很可能要等
到2023年6月揭幕的亚洲杯。上次在
中国举办亚洲杯，国足获得了亚军。
这一次主场作战，中国球迷自然会有
一定的心理预期。届时李霄鹏这位球
员时代国足的“福将”能否在主帅位置
上也给球迷带来惊喜，还需拭目以待。

4场12强赛的表现供参考

亚洲杯才是李霄鹏的真正大考
本报记者 李 翔

刚过去的一周，中国冰
雪项目在世界赛场上展现出
良好状态。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世界杯芬兰站，孔凡钰、
徐梦桃在女子组两场决赛中
接连夺冠，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
组成的中国队赢得混合团体冠军；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世界杯美国站，17 岁的苏
翊鸣和18岁的谷爱凌分别斩获男
子单板大跳台、女子自由式滑雪冠
军。5枚世界杯金牌，上周俨然成
了中国冰雪健儿的“夺金周”。

对中国冰雪健儿来说，这一场
场世界杯比赛，既是争取冬奥会参
赛资格的关键赛事，也是积累经
验、提升状态的重要历练，需要好
好把握。

通过比赛提升状态。各支中
国冰雪队伍，都面临阔别国际赛场
已久的问题，好在中国冰雪健儿很
快在世界杯赛场上找到了感觉。
在备战过程中拿出有说服力的好

成绩，队员的信心会大大增
强，同时也给对手施加了压
力。当然，我们还应该把状
态“闷一闷”，把真正的爆发
期留到明年2月。

查找不足狠抓细节。中国冰
雪健儿通过参赛检验了训练效果，
也找到了不足之处，接下来的训练
备战无疑会更有针对性。比如武
大靖，前两站短道速滑世界杯发挥
不 算 理 想 ，及 时 调 整 后 终 于 见

“金”，满额出征冬奥会，中国短道
速滑队的小目标已经实现。

科学训练全力冲刺。在世界
杯赛场上出彩，意味着这几个中国
冰雪项目有冲击冬奥会金牌的机
会，但冬奥会赛场的压力更大，竞
争更为激烈，我们的队员还不具备
绝对的夺金实力。正因为如此，更
要抓住最后的备战窗口期，瞄准主
要竞争对手，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备
战，力争将多年的付出和努力转化
为冬奥赛场上的佳绩。

喜见冰雪健儿的“夺金周”
黄 岩

新华社伦敦12月6日电 英超
足球联赛第 15 轮对决 6 日继续进
行，曼联队在主帅朗尼克上岗的第
一场比赛中1∶0小胜水晶宫队，德
国教头认为“红魔”的表现高于他
的预期。

当日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曼联
队开场后咄咄逼人，猛攻不断，但
难以打破僵局。直到第 77 分钟，
曼联队才由小将格林伍德助攻弗
莱德破门，并最终依靠这个进球全
取3分。

朗尼克在赛后表示，他对球队
当晚的表现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
比赛开场后的半个小时，曼联队的
前压非常出色。“我们才一起进行
了一堂训练课，但我觉得眼前一

亮。球队的表现比我的预期要好
得多。”

热刺队同日在主场迎战诺维
奇城队。第 10 分钟，小卢卡斯禁
区前打出世界波，皮球直钻死角，
热刺队取得领先。

下半场，先是后卫桑切斯利
用角球机会在小禁区内劲射中
的，后有韩国射手孙兴慜摆脱后
卫打门命中，热刺队最终 3 球完
胜对手，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排
名升至第五，仅落后第四名西汉
姆联队两分。

另外，阿斯顿维拉队在先失一
球的情况下主场 2∶1 逆转莱斯特
城队。利兹联队和布伦特福德队
2∶2战平。

新帅上岗第一战

曼联小胜水晶宫

新华社北京新华社北京1212月月66日电日电 在北在北
京时间京时间66日凌晨结束的斯诺克英锦日凌晨结束的斯诺克英锦
赛决赛中赛决赛中，，中国小将赵心童以中国小将赵心童以1010∶∶55
力克比利时人布雷切尔夺冠力克比利时人布雷切尔夺冠，，实现职实现职
业生涯多项重要突破业生涯多项重要突破。。中国台球协中国台球协
会会66日致信祝贺日致信祝贺，，称其成就将鼓舞更称其成就将鼓舞更
多中国台球运动员走向国际赛场多中国台球运动员走向国际赛场，，为为
国争光国争光。。

此次夺冠对赵心童意义重大此次夺冠对赵心童意义重大，，这这
是这位是这位2424岁小将职业生涯的首个岁小将职业生涯的首个
排名赛冠军排名赛冠军，，他也成为继丁俊晖他也成为继丁俊晖、、颜颜
丙涛之后的中国第三位丙涛之后的中国第三位““三大赛三大赛””（（世世
锦赛锦赛、、英锦赛英锦赛、、大师赛大师赛））冠军冠军，，第四位第四位
非英国籍英锦赛冠军非英国籍英锦赛冠军，，世界排名升至世界排名升至
前十前十。。

““英锦赛冠军的优异成绩英锦赛冠军的优异成绩，，是你是你
一直以来恪守职业球员标准一直以来恪守职业球员标准，，不忘初不忘初
心心、、努力坚守的见证努力坚守的见证，，也是你家庭也是你家庭、、社社

会各界长期支持的回报会各界长期支持的回报，，全球疫情之全球疫情之
下下，，尤为难得尤为难得。。希望你在今后的发展希望你在今后的发展
道路上道路上，，再接再厉再接再厉，，争取更优异争取更优异
的成绩的成绩。。””中国台协的贺中国台协的贺
信中写道信中写道。。

排名的提升意味着排名的提升意味着
赵心童将在又一赵心童将在又一““三大三大
赛赛””———下个月举行的—下个月举行的
20222022 斯诺克大师赛中斯诺克大师赛中
亮相亮相，，首轮他将继英锦赛首轮他将继英锦赛
后再度面对后再度面对““巫师巫师””希金希金
斯斯 。。 在在 20212021
斯诺克大师赛斯诺克大师赛
决赛中决赛中，，颜丙涛颜丙涛
以以 1010∶∶88 战胜战胜
希金斯希金斯，，成为中成为中
国第二位国第二位““三大三大
赛赛””冠军冠军。。

赵心童
夺得英锦赛冠军

12月6日，赵心童在赛后高举奖杯。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新华社提供

争锋

ZHENGFENG

12 月 6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 WTT 世界杯决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
选手王艺迪以4∶3战胜中国选手陈梦，晋级决赛。图为王艺迪在比赛中
回球。

WTT世界杯决赛

王艺迪战胜陈梦

12月6日，曼彻斯特联队球员C罗（中）在比赛中突破。

在活动现场，参与者进行迷你冰壶运动体验。 省体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