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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堪培拉 1 月 23 日
电 23 日止步澳网公开赛女双
16 强后，中国组合徐一璠/杨钊
煊对记者表示，去年在全运会夺
冠有助于她们保持比赛的感觉，
接下来解决问题、继续提高是她
们在新赛季的目标。

当天，在盛夏的墨尔本公
园，14 号种子徐一璠/杨钊煊在
两盘都率先取得破发后，未能巩
固优势，以6∶7（5∶7）、4∶6不敌3
号种子、跨国组合库德梅托娃/
梅尔滕斯，无缘八强。

澳网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组
合全场打出 25 记制胜分，比对
手少9个。在非受迫性失误上，
对手仅有 2 个，徐一璠/杨钊煊
则有11个。此外，库德梅托娃/
梅尔滕斯还打出10记ACE球。

中国组合表示，她们发挥出
了自己的特点，也打出了训练的
内容，但在关键分把握上相对差
一些。“关键的时候，确实对手打
得很沉着，几乎都没有错误。”徐
一璠说，“我们打了很多很精彩
的球，也赢下了很多很难的球，
当然也发生了一些失误，我觉得
这都是正常的。对我们来说，如
想要继续往前走，还有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解决。”

谈到去年参加东京奥运会
和陕西全运会，她们表示，参加
这些大赛，有助于保持状态。说
到两人间的默契，徐一璠说，平
时都比较随性的她们“性格挺搭
的”。接下来，两人新赛季将继
续征战，参加圣彼得堡、多哈等
站的赛事。

从全运冠军到澳网16强

徐一璠/杨钊煊期待继续提升

上周末，中国速滑队公布参加北
京冬奥会的14人大名单，两名辽宁冰
雪健儿韩梅、杨涛赫然在列。目前，我
省仍有 20 名冰雪健儿在国家队备战
北京冬奥会。随着各个项目的国家队
陆续公布参赛名单，辽宁冰雪健儿征
战北京冬奥会的参赛人数、参赛项目
将创造历史。

根据速度滑冰项目北京冬奥会运
动员选拔办法，由于获得 2021-2022
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宁
忠岩、高亭宇于去年12月23日拿到参
赛资格。另外，在国家冰雪运动训练
科研基地设置两轮选拔赛，选拔其余
4名男运动员、8名女运动员。

男子500米、1000米、1500米设置
总积分，对3项积分之和排序，两轮共
选拔 4 人。女子 500 米、1000 米、1500
米设置总积分，两轮共选拔6人；女子

3000 米、5000 米设置总积分，两轮比
赛共选拔2人。

1 月 15 日，首轮选拔赛结束。廉
子文获得男子1500米第一、1000米第
一、500米第三，王浩田获得男子1500
米第三、1000 米第二，两人顺利入围
大名单。女子方面，李奇时、金京珠、
殷琦在女子中短距离比赛中排名前
三，韩梅在女子 3000 米、5000 米比赛
中排名第一，4人也入选大名单。

1 月 20 日，第二轮选拔赛结束。
徐富获得男子1500米第二、1000米第
一，杨涛获得男子500米第一、1000米
第三，两人拿到最后两张男子门票。
田芮宁、裴冲、郭丹在女子中短距离比
赛中排名前三，阿合娜尔·阿达克获得
女子 3000 米、5000 米头名，以上 4 名
女运动员也搭上末班车。

至此，中国速滑队冬奥会名单（6

男8女）正式出炉。不过，由于国际滑
联尚未公布各支队伍参赛配额的最终
分配结果，中国速滑队原定的参赛名
额、参赛席位有可能发生变动，有待最
终确认。

14 人名单中，我省名将韩梅、杨
涛均参加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杨涛
参加了男子 500 米比赛；韩梅参加了
女子团体追逐、集体出发的比赛。北
京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产
生14枚速度滑冰项目金牌，中国速滑
队有望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各个
项目的国家队陆续公布参赛名单，辽
宁冰雪健儿征战北京冬奥会的参赛人
数、参赛项目持续增加。“目前有20名
辽宁运动员在国家队备战北京冬奥
会。其中，速度滑冰项目2人、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4 人、越野滑雪项

目 1人、单板滑雪项目 2人、雪车项目
1人、冬季两项2人，有12人已基本确
定参赛北京冬奥会，参赛人数、参赛项
数已经创造了我省冰雪健儿征战冬奥
会的历史。”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冬季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冬说，随着
其他项目的国家队公布名单，辽宁运
动员的参赛人数还会增加。

目前还有 36 名辽宁籍教练员及
辅助人员随各国家队备战北京冬奥
会。王冬向记者表示：“另外，我省还
有 190 名裁判员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
裁判工作，实现了全部大项裁判工作的
全覆盖，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辽宁运动
员、教练员及裁判员的参赛人数、项目
均排在国内前几名，彰显了我省冰雪运
动的喜人成果。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
辽宁体育全力转身向冰雪已然结出了
硕果。”

中国速滑队公布冬奥参赛大名单

我省选手韩梅、杨涛入围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1月
25日，辽宁省暨沈阳市喜迎北京冬奥
会倒计时 10 天系列活动之“三北”稻
田冰雪运动会（辽宁站）开幕仪式，将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单家村（稻
梦小镇）举行。

“三北”稻田冰雪运动会（辽宁
站）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主办，由辽宁省体育局、沈阳
市体育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政府
承办。稻田冰雪运动会旨在推进冰
雪运动进农村，助力“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为北京冬奥会营造浓
郁、热烈的社会氛围。

据了解，稻田冰雪运动会（辽宁
站）就在乡村田间地头的冰面、雪地
上举办，将以“冰雪运动进农村”“迎
冬奥”“迎新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
和运动会两部分内容。

项目设置包括：“单腿驴”竞速、
抽冰尜计时赛、家庭亲子冰车、高山
雪圈、打出溜滑儿、锡伯族雪地射箭、
锡伯族雪地摔跤、乡村雪地拔河赛等
项目，集乡村冰雪运动的民俗、年俗
及锡伯族民族特色于一体，凸显辽宁
冰雪运动的地域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参赛运动员就是
土生土长的爱好冰雪运动的村民。
此外，由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梁文豪领
军的辽宁省短道速滑队的教练员、运

动员也将来到现场，进行滑行展演，
与村民滑冰运动员沟通交流、传授滑
冰技艺。

“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辽宁

站活动是“三北”稻田冰雪运动会的
第一站赛事活动。“能够承办这样一
项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赛事，这本身
就是一种荣誉，也必将进一步推动我

省冰雪运动，特别是冰雪运动进农村
活动的蓬勃开展。”省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
冬如是说。

迎冬奥 我省将举办稻田冰雪运动会

“三北”稻田冰雪运动会（辽宁站）的比赛场地。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摄

本赛季CBA常规赛已过2/3，辽宁
男篮以 23 胜 3 负的战绩领跑积分榜。
不过，在比赛中辽宁男篮暴露出来的问
题仍然非常明显。

辽宁男篮 4 天前大比分负于新疆
队，但由于排名第二至第四的球队同样
输球，此前一直紧追辽宁男篮的浙江广
厦队甚至遭遇连败，因此辽宁男篮“领头
羊”的位置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稳固
了。而且，第二阶段最后两轮，辽宁男篮
的对手是排在积分榜最后两位的宁波队
和南京同曦队，辽篮阴沟翻船的概率非
常小。这样，辽宁男篮可以带着至少两
个胜场的优势进入第三阶段，非常有可
能获得队史第二次常规赛冠军。

尽管战绩比上赛季有了长足进步，
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辽宁男篮上赛季
暴露出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辽宁男
篮最大的隐患，在于内线对篮板的保护
能力不足，韩德君不在场上时，这个问题
就会越发突出。上赛季总决赛决胜场加
时赛的惨痛教训犹在眼前，目前辽宁男
篮还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1月13日与广东队比赛中，韩德

君被威姆斯挥肘击伤，提前结束第二阶
段比赛。在近两场比赛，辽宁男篮在篮
板球一项处于下风，与新疆队一战更是
比对手少了22个篮板球，韩德君缺阵带

来的影响开始凸显。但事实上，即便没
有受伤和停赛的情况，即将35岁的韩德
君也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辽宁男篮不
能总指望他扮演内线的“擎天柱”。

对此，辽宁男篮主帅杨鸣并非没有
应对方案。近几场比赛，付豪都获得了
首发机会，而且在球队主打小个阵容时
被顶到五号位。但付豪身高和弹跳高
度有限，争抢篮板非其所长，让他顶替
韩德君实在太过勉强。而被寄予厚望
的莫兰德，目前来看融入球队的进程有
些缓慢。即便是降低标准，对他的要求
只限于“护筐”，莫兰德场均7个篮板球
的数据也难言出色。如果到了季后赛
还是这样的状态，莫兰德对辽宁男篮的
帮助将相当有限。

对于这个问题，辽宁男篮除了内部
挖潜之外，没有太好的办法。在这一点
上，广东队是辽宁男篮学习的榜样。上
赛季，广东队在没有大外援而且易建联
也因伤缺阵的情况下，场均篮板球排在
CBA第一位。辽篮想要在篮板球上不
吃亏，必须调动起所有球员的积极性，
像广东队那样拼命抢篮板才行。

篮板问题从上赛季延续至今

领跑积分榜难掩辽篮隐患
本报记者 李 翔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冰球是
一项讲究身体对抗的球类比赛，它将力
量与激情完美融合。除了紧张、刺激的
视觉效果，冰球项目还藏着哪些有趣的

“冷”知识？

鼓鼓的冰球服里有啥？
无论原本高矮胖瘦，站在赛场上的

冰球运动员个个都酷似变形金刚，看起
来几乎一样“臃肿”。而“盔甲”附体，是

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运动员。
头盔、冰鞋、手套等常见的保护措

施不需赘述，那么让运动员看起来身材
十分魁梧的冰球罩衫里都有啥？

罩衫里最主要的是形如铠甲的护
胸，用来保护运动员前胸、后背、肩部和
大臂。别看它把运动员撑成个大胖子，
事实上它重量轻、透气性好，可在运动
冲撞中起到良好的缓冲作用。

除了护胸，护肘、护裆、护腿等护具

也必不可少，它们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
运动员不被冰刀和球杆划伤。

冰球为什么不是“球”？
冰球的“球”根本不是球，而是个扁

扁的橡胶圆盘，形似象棋，神似煤球。
冰球运动起源于 19 世纪中叶，曾

使用一种扁圆状的木质球，而在更久远
的年代，人们常常用冰冻的牛粪当冰球
使用。后随着运动项目逐渐发展成熟，

开始使用硫化橡胶制成的盘形冰球。
冰球拥有上下两个平整的表面，可

与冰面贴合，增加冰球滑动时的摩擦
力，方便运动员控球。为快速锁定冰球
的位置，比赛中一般选用黑色冰球。此
外，在正式比赛中，冰球还要进行“冷
冻”处理。冰球放在冷却器里冷冻，以
降低弹性，防止击打后路线不稳定。比
赛过程中需不断更换用球，以确保所有
时间都在使用冷冻过的冰球。

冰球项目藏着哪些“冷”知识

辽篮VS宁波导视
DAOSHI

今日19时35分

辽宁卫视体育频道直播

1月23日，杨钊煊（右）/徐一璠在比赛中。

1月22日，辽宁男篮球员付豪（中）在比赛中争抢篮板球。

1月 23日，在 2021-2022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 22轮比赛
中，马德里竞技队主场以 3∶2险胜巴伦西亚队。图为马德里竞技队
球员费利佩·奥古斯托（右上）与巴伦西亚队守门员多梅内克（左上）
在比赛中拼抢。

西甲：马竞险胜巴伦西亚

1 月 23 日，在“WTT 澳门冠军赛 2021 中国之星”女子单打决赛
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0战胜中国选手刘诗雯，夺得冠军。图为王
曼昱在比赛中回球。

WTT澳门冠军赛

王曼昱夺得女单桂冠

1月23日，在印度孟买举行的2022女足亚洲杯A组比赛中，中国
队以7∶0战胜伊朗队。图为中国队球员王霜（右二）与队友庆祝球队
得分。

女足亚洲杯

中国队7∶0击败伊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