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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际行动证明，
中国人在高尔夫运动上是
行的。这也鼓励所有的小
朋友拿起球杆，勇往直
前，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
证明自己。”
几 天 前 ， 28 岁 的 冯 珊
珊赢得蓝湾大师赛冠军，
登顶女子高尔夫世界第一
宝座，成为首位斩获此项
荣耀的中国大陆职业高尔
夫球员。
高尔夫球在中国并不
是一项热门运动。至于职
业高尔夫，普通大众更是
知之甚少。而冯珊珊的出
现，让事情有了改
让事情有了改变。
这位来自广州的小女
孩，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一步步从资格学校考试登
陆到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
巡 回 赛 （LPGA）， 改 变 了
世界对中国高尔夫运动水
平的刻板印象——
2012 年 ， 冯 珊 珊 在
LPGA 锦标赛上拿下大满贯
的胜利，成为第一位在高
尔夫赛场上加冕大满贯冠
军的中国大陆球手，振奋
了整个中国高尔夫球坛。
2016 年 里 约 奥 运 会 ，
冯珊珊勇夺高尔夫个人比
赛项目铜牌，在世界最高
体育舞台上证实了中国高
尔夫球项目的实力。
今年的海南岛蓝湾大
师赛，冯珊珊用一场酣畅
淋漓的胜利再度刷新中国
高尔夫的高度，用世界第
一的排名证明中国球手在
大满贯乃至奥运会的成就
并非昙花一现。
冯珊珊能走上高尔夫
之路，得感谢她的家庭。号
称“贵族运动”的高尔夫起
步门槛很高，器械装备、日
常训练、球场练球样样花费
不菲。冯珊珊并不是“富二
代”，但幸运的是，她是“体
二代”，身处体育系统的父
母能带给她必要的资源和
正确的努力方向。
1999 年 ， 10 岁 的 冯 珊
珊进入广州青少年高尔夫
球队，得到每天打 200 粒免
费球、每周打一次 18 洞的
机会，打下坚实的基本
功。2007 年，18 岁的冯珊
珊考入 LPGA，并在随后的
一年训练中花掉家里近 20 年的积蓄。顶尖的舞台挖掘出她巨大
的成长潜力，10 年时间，她从世界排名 500 名开外一路直升到
如今的世界第一。
随着打球时间越来越长，冯珊珊越来越体会到高尔夫项目
“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内涵，也希望把中国球手的精神面貌
展现给世界。
“里约奥运会上，我反复提醒自己，不管打得好不好，都要
表现出中国运动员良好的精神风貌。”
打出成绩的冯珊珊身价也水涨船高。本赛季她的赛事奖金
已破千万元，此外还手握 12 个商业代言，有人甚至将她称之为
“高尔夫球场上的李娜”。
对此，冯珊珊觉得，自己还不能与李娜比肩。“别人会说我
是什么领军人物、先锋，但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中国高尔夫运
动的一只‘小白鼠’，在前人没有走过的情况下先探探路，然后
为年轻的球手提供经验，帮助他们少走些弯路。”
从 2014 年开始，
冯珊珊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开启高尔夫进校
园计划。
她说：
“通过一枚奥运铜牌，
我告诉世界，
中国也有很好的高
尔夫运动员。
现在，
鼓励后起之秀勇敢走上国际舞台。
”
几年前，LPGA 赛场上只有冯珊珊一名中国球手，如今已增
长到 6 人。她很高兴地看到年轻选手的进步，对他们的未来充满
信心，也愿意随时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冯珊珊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入世界高尔夫名人堂，并在东京
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而在她的身后，相信会有更多高尔夫选
手带来惊喜。

隋文静/韩聪：

冯珊珊：高尔夫球场的李娜

延续中国花滑荣耀
本报记者 刘
10 天前，花样滑冰中国杯大奖赛现场。《图
兰朵》 的乐声响起，隋文静与韩聪在冰面上翩翩
起舞。赛场边，中国花滑队主教练赵宏博严肃地
看着弟子的比赛；不远处的主席台上，申雪也面
带微笑地欣赏着后辈的演出。一刹那，人们似乎
梦回 2003，那年，这对冰上伉俪正是凭借着一曲
感天动地的 《图兰朵》，夺得世锦赛冠军。
隋文静与韩聪能否延续中国花滑的荣耀？答
案似乎已呼之欲出。在几天前结束的日本站比赛
中，这对世锦赛冠军组合再次夺得冠军，并以
155.10 分打破尘封 4 年多的自由滑世界纪录，不
仅成功跻身大奖赛总决赛，也为 3 个月后的韩国
平昌奥运会积累了信心。

复刻经典

本报记者

日本站胜利，
是隋文静/韩聪职业生涯第三个大
奖赛分站赛冠军。
连续两站的胜利，
也让两人顺利锁
定本赛季花滑大奖赛总决赛的席位。而比冠军更珍
贵的，是“葱桶组合”打破了索契冬奥会冠军沃洛索
扎/塔兰科夫保持了 4年之久的自由滑世界纪录。
进入平昌冬奥周期后，两人的状态不断提
升，让心系花滑的“冰迷”倍感欣慰。
“这次日本站的比赛更自信了，上一站比赛
短节目和自由滑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上展示，这
次我们表现更好、更享受，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
的支持。”韩聪说。
要知道，
这套《图兰朵》自由滑节目，
两人合练尚
不足半个月。
可以想见，
如果两人在随后的训练和比
赛中拿出更好的配合和状态，
平昌冬奥冠军可期。
“复刻”已成传奇的 《图兰朵》，隋文静/韩

汪灵犀

四面山极限挑战赛举行
本报电 2017 重庆江津四面山生态五项极限挑
战赛 11 月 11 日举行。国内外 300 名户外极限运动高
手迅速有序地冲出起跑线，向冠军发起冲击。
挑战赛总赛程为 37 公里，其中公路跑项目分为
两段，总赛程 12.5 公里，此外还包括全程 14 公里的
自行车比拼，3.5 公里的皮划艇项目，着重考验选手
野外生存能力的丛林穿越项目 （5 公里） 以及 2 公里
的桨板项目。
本次赛事的路线利用四面山景区景观特点，将四
面山众多美景囊括其中，在激烈的户外竞技之外也是
一场别样的视觉盛宴。比赛除吸引了国内外户外精英
选手参赛外，也吸引了数千名观赛者观战助威。

静待奥运
经历了梦幻般的两站比赛，隋文静和韩聪却
异常冷静。
韩聪说：“结束了两场比赛，我们回到了原
点。节目中暴露了很多问题，虽然大家觉得我们
滑得挺好，但是我们知道还没有达到自己内心期
待的分数。如果满分是 10 分的话，现在只有七八
分左右。”
隋文静说，下一步两人的短节目需要进一步
调整，自由滑也有很多细节没有做到位，整体体
能还需要加强，很多地方都可以提高。
尽管“葱桶组合”渐入佳境，但在平昌冬奥
会上，他们依然会面对强力对手的挑战。比如上
赛 季 花 滑 大 奖 赛 总 决 赛 冠 军 塔 拉 索 娃/莫 洛 佐
夫，这对俄罗斯组合不但掌握了中国选手拿手的
抛跳四周和捻转四周，在动作执行分上也有很好
的表现，显示出不俗的状态。
对于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两人各有展望。
“还是滑开心、做自己就好。争取在奥运会上
滑出自己的训练水平。”隋文静说。
韩聪则表示，临近比赛，反而觉得很轻松。
“第
一次参加奥运会，没有包袱，要轻松上阵。就像在
青少年比赛一样，去冲、去拼就好了。”

第一金

武大靖：

向着平昌冬奥冲击
本报记者

会给我备战平昌冬奥会带来很大的信心。”
中国速滑队主帅李琰对武大靖的表现也非常满
意。她说：“武大靖在比赛中强势、自信，有担当，
起到了榜样作用。1000 米本不是他的强项，他赢在
了勇气、斗志和精神上。”

强势夺得两金

作为短道速滑队的主力，武大靖的成功靠的是
后天加倍的努力。只有 23 岁的他在国家队的时间已
有 6 年，被李琰笑称为“年轻的老将”。由于不被认
可，武大靖在刚被选入国家队时只能给女队当陪
练。为了能参加比赛，武大靖每天都会加练。天道
酬勤，在 2016-2017 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上，他成为
男子 500 米单项的年终总冠军，这也是中国男队时隔
13 年后再次获此殊荣。
进入平昌冬奥会周期，武大靖愈发成熟。在他
和队友韩天宇的带领下，男队的整体实力稳步上
升，让人们对平昌冬奥会充满希望。
展望平昌冬奥会，武大靖表示：
“ 单项想拿到金牌
其实很难，需要我们加倍努力。接力项目只要进决赛
就有机会，是我们最有希望夺冠的项目。我们现在目
标一致、思想统一，大家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在努力。”
根据规则，平昌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将根据选手
在 4 站世界杯赛中最好的 3 站成绩来决定。因此，上
海站比赛更像是一次重要的模拟考试。强势夺得两
金后，武大靖找回了自信，同时也十分清醒：“我个
人很期待平昌冬奥会，但目前来看还是要打好每一
场，一步一步比着来。”

4 天的比赛时间里，武大靖是中国队乃至整个上
海站比赛中最为闪耀的明星。前两站比赛，武大靖
在自己的长项 500 米项目中颗粒无收。不过回到了主
场，武大靖的表现令人惊艳。
在 1/4 决赛和半决赛中，武大靖都轻松晋级。决
赛中，他以强势的起跑在比赛开始后便迅速占据首
位，在保持领滑的同时，拉开了与身后两名韩国选
手的距离。最终武大靖以 40.010 秒率先冲线，距离
世界纪录只差 0.073 秒。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 1/4
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中接连 3 次打破个人最好成绩。
1000 米金牌的争夺更为激烈。由于队友韩天宇
折戟半决赛，武大靖成为唯一一名进入决赛的中国
选手。除了武大靖外，匈牙利队的刘少林和刘少昂
兄弟以及韩国老将郭润起都是该项目的高手。
比赛开始后，武大靖便利用起跑优势领滑。虽
然刘少林一度在倒数第 6 圈超越武大靖，但武大靖牢
牢控制了比赛节奏，将领滑优势保持到终点
赛后，武大靖激动地说：“我已经有两个赛季没
有进入过 1000 米的决赛了，在上海得到的两块金牌

解码体育“新生代”
峣

“上次我去湖南卫视做关于女排的节目。一下飞机，
看到球迷拿着鲜花。我心想：他们怎么知道我飞过来了？
没想到他们说：
‘ 哦，郎导您也来了？’——原来她们是来
接球员的，现在的‘粉丝团’非常厉害。”
近日，在腾讯体育主办的“2017 数字体育全球峰会
上”，郎平的一席话引来笑声。郎平说，她从中感受到了时
代的变化。
体育产业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进
步，让中国体育的面貌焕然一新。在传媒和消费、赛事
和运动等领域，新生代的力量已悄然来袭。读懂年轻
人、读懂新趋势，成为体育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理解新需求
在峰会上，
企鹅智酷发布《新生态，
新周期——2017 中
国体育产业白皮书》。
白皮书分析指出，
未来 8 年，
中国体育
市场将全面进入竞技商业双创新的“新增长周期”
。
以竞技
体育、
全民健身、
泛体育文创为核心的产业“三级火箭”
，
与
电竞体育这一生力军，
都将有变革式的发展创新。
腾讯公司副总裁陈菊红说，中国体育产业的蛋糕，

彭训文

为期 4 天的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三站——上海站比
赛 11 月 12 日收官，中国队收获两枚金牌、一枚银
牌。其中两枚金牌全部由武大靖贡献，在 500 米和
1000 米两项比赛中，武大靖强势夺冠，为中国速滑
单人项目赢得两个月来的首枚金牌。状态回升、赢
得珍贵首金的武大靖，毫不掩饰自己对平昌冬奥会
金牌的渴望。

体育产业来了年轻人
本报记者 刘

聪不仅要和对手比，也不免要同申雪/赵宏博的
表演对比。隋文静觉得，两个版本的 《图兰朵》
很不一样，换了新的打分系统后，节目添加了很
多细节。“我们这套是现代和古典的结合，感情
部分更细腻，个人特色和风格更明显。要像演员
一样入戏，才会更深入人心。”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扩大和丰富，这些充满机遇和
成长性的产业和用户变迁，正是体育新生态的基石。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生代的用户正在成为体育行
业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理解和需求也发生了巨大变革。
尼尔森中国区媒介、科技和通信研究副总裁龚毅说，
“泛
00 后”在体育领域有六大行为特征和性格标签：小众运动
大众化、从人捧场到钱捧场、从单纯体验到深度参与、从
单纯运动到泛娱乐式的运动综艺、从实际运动到虚实结
合、移动化碎片化的媒体规律开始适用于体育。
“在数字网络时代，
体育和商业体育也应该不断往前迈
进。
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
处于这个年代，
既专注于自己的
事业，
也更加开阔眼界，
发展自己的品牌价值。
”
郎平说。

迎接新挑战
新生代的机遇与挑战不仅出现在中国，在体育产业
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年轻观众的观赛、消费等行
为也在发生变化。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副总裁桑兹说，面对新的
消费习惯、社交网络的普及，皇马俱乐部也需要生产出

打好每场比赛

新华社发发
发

本报电 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
展中心、北京体育大学联合主办，北体大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学院与武状元 （北京） 体育文化传播公
司承办的“北京首届‘武状元杯’青少年武术俱乐
部联赛”11 月 12 日在北体大体育馆开赛。
本次比赛由武状元文化传播发起，武状元功夫
联盟 40 家俱乐部参与，设散打、套路和跆拳道 3 个
项目，分 6 个组别，40 余家俱乐部和武馆的近 650 名
小运动员参赛。比赛为全国各武术搏击俱乐部搭建
交流平台，助力青少年武术发展，并得到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拳击跆拳道管理中心、北
京市体育局的支持。

峣

张继科的球迷在现场助威。。
。

北京首办青少年
“武状元杯”
赛

09

不同的内容，主动寻求与全球各国球迷之间的契合点。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国际事务首席运营官格里菲
斯也深感“受众之变”。“新媒体让粉丝有更多的选择、
追踪更多的体育项目。5 年间，我们的球迷群体发生了
很多变化，现在有 20%的粉丝来自海外。”
美国雪城大学体育法教授约翰·沃罗韩说，美国用户
收看体育的渠道越来越多，市场再也不是三大有线电视
网络的垄断时代了。
在全球体育产业变迁的过程中，乘上互联网翅膀的
中国体育，其后发优势愈发突出。腾讯体育运营总经理赵
国臣说，中国的体育消费者比其他国家的用户都要幸福。
“移动化带来的便捷，让消费者不用搬着电视解决时间和
场景问题，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提供了海量的内容和独一
无二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