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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虽然南半球正处于一年中
的炎热时节，但在澳网赛场上，中国网球
的表现却“寒意逼人”：6 名参赛的中国
金花无一闯入第三轮，创下中国女网自
2006年以来在单打项目上的最差战绩。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1 岁的日本
选手大阪直美爆冷击败澳大利亚新星巴
蒂，闯入女单 16 强。男网方面，21 岁
的郑泫成为第一位闯入澳网男单 16 强
和8强的韩国选手，同时他也是本届澳
网中走得最远的亚洲男网球员。

其实，日韩网球特别是男子网球的
进步早已显露端倪。随着“亚洲一哥”
锦织圭的崛起，日本男网进步飞快，二
号男单杉田佑一去年世界排名最高时达
到第 37 位。丹尼尔太郎、西冈良仁等
选手均潜力巨大。韩国选手崛起速度也
很快，郑泫去年表现已十分优异，战胜
过小兹维列夫、戈芬、奎罗伊、孟菲尔
斯、阿古特等名将，排名稳定在世界前
50位。

中国女网近几年成绩下滑，中国男
网还在为进入世界前100而努力，而与
此同时，日韩网球力量已经逐渐强大起
来。“后李娜时代”，中国网球路在何
方？

放低心态、重视培养是中国网球唯
一的出路。当彭帅、张帅、段莹莹、王
蔷等金花受实力、状态、伤病影响发挥
不稳时，16 岁即进入澳网正赛的王欣
瑜让我们眼前一亮。她在赛场上敢打敢
拼，信心十足。

正如李娜所说，缺少自信是年轻选
手“出不来”的根本原因。但自信只能
通过更多高质量的比赛去积累和获取。
这需要进一步平衡好选手“单飞”和

“举国体制”之间的关系，在吸纳更多
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青少年网球选手培
养的同时，进一步发挥长达两个多月的

“中国赛季”以及各级体育局、网球协
会在培养选手方面的作用，让更多青少
年选手有机会在家门口出战、享受国内
球迷欢呼，有机会接受更好的训练，有
实力接受更多高质量比赛的洗礼。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澳网期间，深
圳获得WTA总决赛10年举办权；在澳
网赛场内外，到处都有中国赞助商的身
影。可以预见，顶级赛事的落户将对中
国球迷观赛和网球土壤培养起到重大作
用。

如何利用好顶级赛事，让更多的中
国孩子喜欢上网球？相关部门和企业不
仅要关注赛事的经济效益，更要注意其
社会效益。当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从事
职业网球运动
时，选材范围
就 能 逐 步 扩
大，如果再辅
以良好引导，
中国网球的未
来就一定会更
好。

还有不到 20 天，冬奥会的圣火就将在
韩国平昌点燃。奥运的脚步越来越近，各
国冰雪运动好手正厉兵秣马，期待在大赛
上一展风采。近日，中国冰雪健儿也在多
项赛事中亮相，备战冲刺。

突破：跳台滑雪喜获门票

1月21日，从日本传来好消息。在日本
藏王女子跳台滑雪比赛中，中国选手常馨
月名列第 16名，并以总排名第 35名的成绩
获得平昌冬奥会入场券，成为中国跳台滑
雪第一位进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取得
历史性突破。

根 据 冬 奥 会 参 赛 规 定 ， 2016/17 和
2017/18两个赛季的夏季跳台和冬季跳台世
界杯总积分男子前 65名、女子前 35名运动
员有资格参加冬奥会，常馨月惊险地抢到
了最后一张门票。

在本赛季的冬季跳台世界杯之前，常馨
月的总积分仅排第43名，很多人认为拿到冬
奥会参赛资格几乎不可能。但此后国家队对
其加强训练、合理规划，虽然在此后几站经
历了成绩被取消、恶劣天气等遭遇，但始终
没有放弃，这才成就了常馨月的突破。

截至目前，中国队在雪上项目中已获
得 29 张冬奥门票。其中，最有望夺金的自
由式滑雪以及单板滑雪分别获得 10 张和 8
张门票，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刘佳
宇等名将届时将冲击最高领奖台。而在雪
橇、雪车等“冷门”项目上，中国选手也
将亮相平昌冬奥会。

备战：花样滑冰以赛代练

备受关注的中国花样滑冰队，于1月22

日前往台北，参加 1 月 24 日—27 日举行的
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作为平昌冬奥会
前最后一次练兵，中国队派出9名运动员参
赛。

令花滑迷有些遗憾的是，双人滑组合
隋文静/韩聪缺席了此次比赛。由于一周前
隋文静在训练中小腿胫骨部位表皮划伤，
为保护运动员健康，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与
国家队教练组研究决定退出四大洲双人滑
比赛。要想欣赏“葱桶组合”的图兰朵绽
放，只能留到冬奥会赛场了。

在男子单人滑方面，两届世锦赛铜牌
得主金博洋、2015 年四大洲赛季军得主闫
涵以及张鹤 3 人出战，力争取得突破。此
前，金博洋因伤退出了花滑大奖赛总决
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已经痊
愈。此次四大洲比赛，3 名选手以赛代练，
通过国际大赛调整状态，为平昌冬奥会做
好准备。

女子单人滑方面，李香凝将与赵子荃
并肩作战。冰舞方面，上届亚冬会冠军王
诗玥/柳鑫宇与队友宋林书/孙茁鸣共同参
赛，以积累大赛经验。

稳定：短道速滑状态良好

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大名单公布
后，中国短道速滑队 18 名运动员来到上
海，进行最后的冲刺训练。在 1 月 21 日落
幕的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上，短道队员们
表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无论在单人还是
接力项目上都很稳定。

作为冬奥会夺金的“头号热门”，武
大靖在此次冠军赛上独揽三金。先是在
自己并不擅长的 1500 米上夺冠，随后又
在 1000 米中摘金，最后又在主项 500 米

比赛中顺利拿下金牌，显示出良好的状
态。

女队方面，两届冬奥会冠军周洋和5届
世锦赛金牌得主范可新都未使出全力。周
洋只参加了 1500 米的比赛并进入决赛；范
可新则在500米项目上夺金，并未参加其他
单项比赛；小将韩雨桐则趁机获得 1000
米、1500米两块金牌。

整体实力强大的接力队最让人惊喜。
在男子 5000 米接力中，由武大靖、韩天

宇、任子威和许宏志组成的接力队滑出了
超越世界纪录的好成绩；而在女子接力比
赛中，在范可新、周洋缺阵的情况下，韩
雨桐、郭奕含、曲春雨和李靳宇4人同样表
现不俗。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模拟平昌冬奥会
赛程，此次比赛从下午5时开始，直至晚上
才结束。工作人员还找到韩国拉拉队的助
威音频以及韩语加油欢呼声，帮助队员进
入实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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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滑板、冲浪、攀岩等运动入选奥运
会正式比赛项目，极限运动越来越多地进入
大众视野。日前，攀岩、冲浪、滑板、小轮
车 4个奥运项目的国家集训队组建完成，中
国备战东京奥运会极限运动项目进入新阶
段。

如今，极限运动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
众。参与极限运动，享受运动乐趣，你准备
好了吗？

极限运动益处多

“极限运动让我不断突破自己——参加
越野赛突破体能极限，参加攀岩赛突破速度
极限。”陈海云是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
院的大三学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极限运动爱
好者。他喜欢攀岩，还多次参加攀岩比赛。

谈及参加极限运动的收获，陈海云说，
“我曾经独自一人负重 9 天，徒步横穿海南
岛，这让我的意志得到锻炼，享受到乐趣，
也让我更加向往荒野、向往极限旅行。”

在陈海云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同学也开
始参与极限运动，并根据各自的身体条件找
到了适合的项目。

小燕也是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他最喜
欢户外运动滑雪。“滑雪对我来说特别有吸
引力，让人上瘾。”

小燕说：“极限运动不仅很有挑战性、
刺激性，还对锻炼心肺功能、增加耐力、提
升肌肉力量有好处。它也可以磨练人的自制
力，有助于心理健康。”

专家表示，登山、攀岩、漂流等项目，
是带有探险性的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极限和
亚极限运动，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刺激性，因
而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场馆设备成瓶颈

运动项目的发展离不开硬件设施的保
障。

攀岩是极限运动中对场地设施要求较高
的一项。陈海云说，目前市场上有正规营业
许可的攀岩馆不是很多，并且大多位于一线
城市，二三线城市数量很少。作为“骨灰
级”爱好者，他平时在学校里还可以勤于练
习，但放假回家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攀岩场
所。

“场馆设施质量的差距也很大。”陈海云
说，“有的只有抱石岩墙，有的场馆有抱
石、速度道、难度道，比较完备的场馆还会
有高空速降和岩洞探索的教学。”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攀岩攀
冰部部长厉国伟表示，中国竞技攀岩和群众
攀岩采用双轨平衡发展的原则。在群众攀岩
方面，要做好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据悉，
从 2018 年开始，中国在 3 年之内计划建成
100块标准岩壁。

挑战极限需适度

一段时间来，因极限运动造成伤亡的案
例时有发生：母亲带孩子徒步穿越峡谷遇
险、男子海崖间逐浪时险些丧命、“驴友”
穿越无人区失联生死未卜……极限运动虽然
挑战身体极限，但决不能挑战安全极限。

在参与极限运动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
准备。

“极限运动难度较大，每个人都应根据
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针对不同的
项目，也要做不同的准备。”甄颖是国家跨
界跨项选材攀岩国家训练队的队员。她说，
攀岩有很多种类，普通人接触的攀岩运动大
多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仍需要经过一
定时间的学习和练习，在充分的保障之下进
行操作。

甄颖建议，对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
通参与者来说，应从心理和身体两方面做好
准备，一定要经过专业训练后再去做运动。

陈海云则认为，如果没有相关专业知
识，最好先去比较成熟的户外基地，那里
有专业的教练员进行指导和保护，并带领
学员做充分准备。“自己去户外进行极限运
动，风险比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对
于技术要求比较高，不建议普通民众尝
试。”

重视培养
网球才有出路

彭训文

全国运动训练联盟成立

本报电（顾长娟） 1 月 20 日下午，由国家体育总局
科教司倡导，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
学院、西安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等
全国 15 所专业体育院校共同发起的“全国运动训练联
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该联盟旨在整合全国高等院校体育教育资源，集
聚各方社会力量，搭建交流共享平台，共同探索适应
新形势下高等院校体育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据悉，联盟下设“体教联盟”和“竞赛联盟”。体
教联盟承担体育教学改革的重任，推动运动训练教育
教学水平的提升。竞赛联盟则以开发高水平赛事为目
标，为运动训练专业人才搭建高水平的竞赛交流平
台。

挑战极挑战极限，你准备好了吗？
焦子越

选手在2017国际攀联中国
攀岩公开赛女子组决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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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公开赛国乒包揽四冠

据新华社电（记者杨永前） 菁英航运 2018国际乒联
世界巡回赛匈牙利公开赛21日进行了男女单打和双打决
赛，中国队包揽全部四项冠军。

樊振东和王曼昱分别夺得男子和女子单打冠军，樊
振东/于子洋获得男子双打冠军，陈幸同/孙颖莎斩获女
子双打冠军。

在男单决赛中，樊振东以 4:1 战胜王楚钦并夺冠，5
局比分是11:6、9:11、11:7、14:12和11:3。

在女单决赛中，王曼昱苦战 7局，以 4:3战胜孙颖莎
并夺得冠军，7 局比分是 9:11、11:6、10:12、11:8、9:11、
11:8和11:4。这是王曼昱个人第二个巡回赛单打冠军。

女双决赛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结果陈幸同/孙
颖莎以14:12、11:8、11:8直落三局战胜陈可/王曼昱，获
得冠军。

在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樊振东/于子洋以11:5、11:5、
11:4 直落三局拿下白俄罗斯组合萨姆索诺夫/普拉托诺
夫，赢得冠军。

匈牙利公开赛16日开赛，总奖金15万美元，共有来
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参赛。

第23届冬季奥运会将于2018年2月9日至25日在韩国江原道平昌举行。本
次冬奥会的竞赛场馆主要分为平昌山脉场馆群和江陵海岸场馆群两个部分，总
共12个场馆分布在江原道平昌、江陵以及高山滑雪滑降赛场所在旌善郡三地。

图为举行开幕式、闭幕式的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金博洋

刘佳宇

徐梦桃 武大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