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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 朱才威 摄

1月 25日，省体育局负责人向
记者证实：“目前，我们共有 20 名
运动员、35 名教练员和辅助人员
以及 190 余名裁判员参与冬奥会
备战与竞赛。参赛人数、参赛项
数 均 创 历 史 新 高 ，排 名 全 国 前
列。徐梦桃、贾宗洋等多名重点
冲金选手将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等项目上全力拼金牌、夺奖牌，
为祖国争光、为辽宁添彩。”值得
一提的是，对于贾宗洋和徐梦桃

来说，北京冬奥会是他们第四次、
也是最后一次征战冬奥会，期待
他们用金牌为自己的冬奥会征程
画上圆满的句号。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韩梅与
队友合作，获得速度滑冰女子团体
追逐赛第五名，这是中国队在此项
目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北京冬
奥会上，韩梅很可能与队友联手，
向这个项目的奖牌发起冲击。“韩
梅获得了速度滑冰女子 1000 米、

1500米、3000米、团体追逐、集体出
发 5 个项目的北京冬奥会参赛资
格，创造了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冬
奥参赛资格新纪录。当然，她最终
参加什么项目，还需要国家队教练
组统一协调、安排。”省体育事业发
展中心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
任王冬对记者说。

另外，王帅涵获得男子速度滑
冰 5000 米、10000 米的冬奥会参赛
资格，如果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男

子速度滑冰 10000 米比赛，他将成
为中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该项目
比赛的第一人。杨文龙在之前系
列赛的男子单板大跳台项目上完
成转体1980度动作，成为中国完成
世界最高难度动作的第一人，他与
冬季两项运动员程方明、越野滑雪
运动员陈爽、雪车运动员孙楷智等
辽宁选手，不仅已取得北京冬奥会
参赛资格，还是所在项目的国家队
主力队员，将为拼争奖牌而战。

20名辽宁运动员备战北京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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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单家
村举行，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让参
与者大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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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的运动员就是当地土生土
长爱好冰雪运动的村民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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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
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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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体育局坚持以‘辽宁省全民
冰雪运动会’‘辽宁省百万市民上冰
雪系列活动’两大赛事活动为平台，
积极推进‘冰雪辽宁’建设。全省每
年开展的大型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
超 200 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达数十
万，覆盖百万人群、影响千万群体。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稻田冰雪运
动会，正是推进冰雪运动进农村、推
动我省冰雪运动蓬勃开展的又一重

要举措。”接受采访时，辽宁省体育
局负责人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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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也赶到现场，进行滑行展演，
与村民滑冰爱好者及孩子们沟通交

流、传授滑冰技艺。“作为中国冰雪
运动的从业者与世界冠军，我有责
任、有义务推广冰雪运动，将自己的
滑冰技艺传授给孩子们，让他们喜
欢上冰雪运动。”梁文豪对记者说。

2 月 4 日，万众瞩目的北京冬

奥会将正式开幕。省体育局负责
人表示：“借助北京冬奥会的东风，
我省正在积极申办 2027 年第十五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申办促建
设、助发展，为辽宁振兴发展、为国
家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稻田冰雪运动会凸显辽宁特色

稻田地变成戏雪乐园，养鱼塘
变成滑冰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玩
雪圈、抽冰尜、滑“单腿驴”、在雪地
上摔跤……在辽宁省暨沈阳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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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冰雪运动“进农村”
的火热氛围令人兴奋。

滑冰场上，来自辽宁省短道速
滑队的教练和队员们耐心地为沈
阳市新城子街第一小学速滑队的
孩子们进行滑行动作示范。“滑行
的时候重心要降低，蹬冰时要抓冰
充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辽宁省

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梁文豪很有耐
心地指导每一个孩子，“最近几年
我们专业队经常下基层，向群众普
及滑行知识，不过，走进农村在田
间地头打造的冰雪场地上授课还
是第一次。这里的场地条件不错，
孩子们有一定的滑行功底，也许他
们中有人未来能成为专业运动
员。今后我们要经常走进农村，引
领更多农民朋友参与冰雪运动。”

记者采访时，不远处传来阵阵
叫好声，走近一看，原来是4名锡伯
族汉子在表演“雪地摔跤”，松软的
积雪成为天然的“沙坑”。当地的摔

跤教练肖强介绍：“摔跤是锡伯族传
统体育项目，为了强身健体，农闲时
老百姓经常进行摔跤比赛。特别是
到了冬季下雪之后，在松软的雪地
上比赛，既刺激，又安全。”

“单腿驴”是很讲究技巧性的
冰嬉游戏，沈北新区单家村70岁的
村民陈树安向记者传授这项运动
的窍门：“冰钎撑冰要快而有力，转
弯时重心逐渐偏移……”对于冰雪
运动“进农村”，陈树安赞不绝口：

“村里建起了冰雪乐园，极大地丰
富了乡亲们的冬季生活，从老人到
孩子，附近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经常

到这里玩冰戏雪。”
“作为体育主管部门，我们除

了要积极组建运动队，在竞技比赛
中为国、为省争光，普及推广冰雪
运动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助力冰雪“进
农村”，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冬季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冬表示，

“我省冰雪运动队组建不久，借着
举办‘三北’稻田冰雪运动会的机
会，我们的冰雪运动队走到群众
中，带动小朋友学习冰雪技能，这
对于让更多的人喜欢冰雪运动，有
着很重要的意义。”

冰雪运动进乡村 百姓齐点赞

在中国传统小年的喜庆
中，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
第 10 天。连日来，首都国际
机场的国际到达区热闹非
凡，参加冬奥会的各方人员
陆续抵达；三大赛区的冬奥村开门
迎客，目前已有20多个代表团的先
遣人员进驻；各赛场进入最后调试
阶段，人员保障全部到位。年味越
来越浓，冬奥气息也越来越浓。春
节的温暖与冬奥的激情交织，世界
期待中国，冬奥准备就绪——相约
北京，相约冰雪。

冬奥会是全球冬季竞技运动的
最高殿堂。4年累积、聚沙成塔，刻
苦训练、积极备战，期待展现自己、
挑战极限、实现梦想的全球冰雪健
儿，来到了梦想的舞台前，热情即将
点燃，梦想即将绽放。对于东道主
选手而言，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
10天，更意味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使
命感。扩面、固点、精兵、冲刺，中国
军团按照既定方略，走过了 4 年备
战周期。在此期间，一次突破接着

一次更新的突破，一步跨越
紧跟着一步更大的跨越。

1月24日，是北京冬奥会
的报名截止日，中国冬奥代
表团的参赛阵容最终敲定。

在中国代表团的冬奥阵容中，将在
多个项目中看到辽宁运动员的矫健
身影，参赛人数、参赛项数创造了辽
宁 冰 雪 健 儿 征 战 冬 奥 会 的 新 纪
录。除此之外，近40名辽宁籍教练
员及工作人员随各支国家队备战，
还有190余名辽宁籍裁判员参加冬
奥会执裁，实现了全部大项裁判工
作的全覆盖，展现了辽宁冰雪的力
量，彰显了辽宁转身向冰雪取得的
巨大进步。

令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是国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是
冰雪运动在辽沈大地的蓬勃发展。
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
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义。我
们殷切的目光，不仅瞩望10天后开
幕的北京冬奥会，还投向中国冰雪
运动的美好明天。

相约北京，相约冰雪
黄 岩

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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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日的活动现场，记者见到
一张熟悉的面孔——辽宁省短道速
滑队主教练梁文豪。作为辽宁省冰
雪运动的形象大使，梁文豪在开幕式
上宣读了“全民上冰雪倡议书”。

作为辽宁籍知名运动员，梁文
豪参加过温哥华、索契两届冬奥会，
两次获得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男子
500 米金牌，一次获得亚洲冬季运
动会短道速滑 500 米金牌。退役

后，梁文豪从2017年起担任辽宁省
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从运动员到教
练员身份的转变，他认为最大的不
同是肩负的责任更重：“我的一句
话、一个决定，可能对一名运动员的
运动生涯产生不小的影响，所以我
在工作岗位上更加谨言慎行。”

梁文豪坦言，4年多来，自己变
得更加成熟、温和。“原来总以自己
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后来慢慢认识

到，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特点，
要因材施教。”他表示，如今他更关
注发掘人才，他有一个愿望，希望
在未来 3 至 5 年，能够带出一批参
加全国和世界级比赛的好苗子，用
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辽宁和全国的
冬季运动发展做出贡献。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将拉开
大幕，这是所有中国冰雪人的“大
日子”。梁文豪近几个月朋友圈的

内容，几乎都与北京冬奥会和辽宁
省冰雪运动发展有关。就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辽宁省向国家体育
总局递交了 2027 年第十五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申办报告，正式迈出

“申冬”脚步。对此，梁文豪非常高
兴，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当
好辽宁省冰雪运动的形象大使，为
辽宁的冰雪强省建设做出自己的
贡献。”

梁文豪：期待为冰雪运动培训出一批好苗子

延伸阅读

冬奥会这些比赛值得关注

2月10日 19:00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

2月14日 19:00 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

2月16日 19:00 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1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场
地分为 4 个区域，助滑区（70°）、跳
台区、着陆区（37°）、停止区。跳台
分为一周台（空翻一周）、两周台

（空翻两周）、三周台（空翻三周）。

运动员完成动作包括腾空、空中动
作、着陆三个部分。裁判按照起
跳、空中动作和着陆三部分来打
分，三部分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
为最后得分。

观赛
指南

速度滑冰2

每组由 2 名运动员组成。两
条赛道中，内道起跑的运动员滑
行 到 换 道 区 时 ，应 换 到 外 道 滑
行，外道运动员要换到内道。为

了避免运动员冲撞，外道选手拥
有换道优先权，如选手在换道时
发生冲撞，判内道选手失去比赛
资格。

2月5日 16:30 女子3000米决赛

2月7日 16:30 女子1500米决赛

2月15日 14:30 女子团体追逐决赛

2月17日 16:30 女子100米决赛

观赛
指南

单板大跳台3

单板大跳台的场地分为助滑
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4个
部分。运动员采用与坡面障碍技
巧类似的雪板，从高处滑行而下，
通过起跳台起跳，完成各种空翻、

转体、抓板等技术动作后落地。一
般说来，预赛采用两次表演，取其
中最好的一次成绩决定排名，决赛
采用 3 次表演，取其中最好的两次
成绩决定排名的方式进行角逐。

观赛指南 2月15日 13:00 男子决赛

雪车4

雪车也称“有舵雪橇”，是一种
集体乘坐，利用舵和方向盘控制在
人工冰道上滑行的运动项目。比
赛时，运动员必须穿戴运动服（空
气动力服）、护肩、护肘、头盔及专
用靴。专用靴的底部有 3 组横贯
靴底的防滑钉，每组 7 排，呈刷状

分布，钉的长度为 4 毫米。比赛在
用混凝土或木材、钢管搭建的具
有一定坡度的槽状滑道内进行，
滑道的宽度为 140 厘米，两侧为护
墙，护墙的内侧高 140 厘米，外侧
高 2 至 7 米。滑驾及两侧的护墙均
要浇冰。

2月14日 20:05 男子双人第一轮、第二轮

2月15日 20:15 男子双人第三轮、第四轮

2月19日 9:30 四人雪车第一轮、第二轮

2月20日 9:30 四人雪车第三轮、第四轮

观赛
指南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朱才威 李 翔 采写

“三北”稻田冰雪运动会（辽宁站）开幕式上，锡伯族村民进行“贝伦舞蹈”展演。

在稻田冰雪运动会现场，辽宁省短道速滑队队员进行动作示范。在稻田冰雪运动会现场，冰球少年展示技艺。

经过梁文豪教练的指导，孩子们的动作质量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