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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成就“惹不起”

以“慢热”收获胜利，成了本届亚洲杯
上国足的习惯性招式。此前的三场胜利，国
足都是在上半场落后或并不占优的情况下，
依靠下半场的调整和改变取得胜利。变身

“下半场惹不起的国足”，里皮在中场的运筹
帷幄，成了决定比赛走势的决定手。在 1/8
决赛后，里皮表示，球队的变阵和换人都起
到了很好的效果，球员们在下半场也拼尽全
力取得了胜利。

纵观几场胜战，国足在后防线上的人数
调整、中场边路的人员调动与锋线上的及时
换人，屡屡起到关键作用。与泰国队的比
赛，国足在下半场改打三后卫，同时将蒿俊
闵从中场中路换到右边路以加强边路突破和
传中，用伤愈复出的肖智替补登场增加禁区
内高度……几番变动让球队得到了预期之内

的结果。
关键时刻，球员的拼搏精神也得到了认

可。38 岁的老将郑智连续 3 场首发，并在比
赛中打满全场，直到比赛末尾仍旧满场飞奔
防守；替补登场的肖智 3 分钟内便一锤定
音，进球后的军礼更是感动了不少球迷和网
友；郜林的“大心脏”再次起效，创造点球
并主罚，为球队锁定胜局。

正如里皮所言，让他自豪的是，在正式比
赛中，队员们都尽全力集中注意力和专注度。
拼搏精神，是目前这支国足最宝贵的财富。

赢面虽小仍要争胜

“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亚洲杯八强，意味着
我们是亚洲最好的8支球队之一。”里皮所言
非虚。从重返12强赛到亚洲杯八强，国足的
表现证明了，只要正常发挥，球队仍处于亚
洲前8乃至更高的位置上。

不过，距离伊朗、韩国、日本等亚洲一
流球队，国足仍有不小的差距。与此同时，
此前曾是亚洲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越
南、印度等球队，凭借多年扎实的青训和人
才培养等符合足球发展规律的措施，也在逐
渐追赶。

对阵伊朗队，国足有没有胜算？虽然里
皮表示中国队有能力战胜任何对手，但要想
击败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伊朗队，除了依靠
战术调整，恐怕还需要一些运气。

由于右后卫张琳芃累积黄牌停赛，国足
的后防线将遭遇不小的挑战。锋线上，武磊
左肩的伤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表
现。相较而言，伊朗队虽然在亚洲杯前折损
多名大将，但头号球星、效力于英超的贾汉
巴赫什状态不俗，在 1/8 决赛同阿曼队的比
赛中依靠速度和身体素质打进一球。伊朗主
帅奎罗斯也表示，此次同中国队的比赛，球
队要展现出“杀手本能”，要踢得更聪明、更
镇定。

对于伊朗队，国足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从 20 年前的世界杯十强赛，到 20 年后的 12
强赛，伊朗队多次扮演拦路虎的角色。里皮
接手国足遭遇的首场败绩，便是12强赛客场
0∶1 小负伊朗队。其中，张琳芃、冯潇霆、
吴曦、郑智、于大宝、郜林等 6 名球员，就
在当时的首发11人中。既是正名之战，也是
复仇之战，对战伊朗，国足仍要全力争胜。

合格表现难掩问题

无论国足能否通过伊朗这一关，随着比
赛进入尾声，由里皮率领的本届国家队即将
完成使命。

本届亚洲杯，中国队制定了闯入八强的
目标。而今，球队有惊无险地实现了赛前的
预期。尽管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刻，但
里皮和国足将士们值得拿到及格以上的分数。

尽管如此，作为本届亚洲杯上平均年龄

最大的球队，这支国足可以代表“现在”，却
难以看到“未来”。在队中不少队员即将淡出
国家队的背景下，国足的前景依旧黯淡。

38 岁的郑智，超过 30 岁的冯潇霆、蒿
俊闵、郜林、于大宝、于汉超、赵旭日，即
将年满 30 岁的张琳芃、张呈栋、吴曦……
面对即将到来的 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仅
凭“年迈”的老将，显然无法“走到”卡
塔尔。

这恐怕也是里皮的无奈。历经两年多的
观察与选拔，面对现实成绩的需要，最终只
能带上平均年龄近30岁的“大龄军团”出征
亚洲杯。相较而言，日韩两队超过30岁的球
员加起来才只有 8 人；上演青春风暴的越南
队，平均年龄更是只有24岁。

里皮表示，眼下中国年轻球员的能力确
实有限，至于接下来如何挖掘年轻球员的潜
力，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卷人已
不是“银狐”，亚洲杯后，进入重建阶段的国
足，难免再遇阵痛。

入冬以来，每逢周末，位于北京城西北隅的
什刹海冰场总是游人如织。从早晨到夜晚，冰场
里的嬉冰者络绎不绝，竞相体验冰上运动的快乐。

从2018年12月27日起，包括什刹海冰场、北
海公园冰场、颐和园冰场等在内的北京市各大冰
场陆续向公众敞开大门，并预计开放到 2019 年 2
月中旬。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民众对
冰上运动的喜爱也愈加强烈。

在什刹海溜冰，是北京冬季最靓丽的风景之
一，也是全国很多冰上爱好者的情结。2015 年的
电影 《老炮儿》 中什刹海冰场的镜头，更是让这
里成为年轻人冬季游玩“打卡”的胜地。

1 月 19 日上午 11 时多，什刹海冰场当天的进
场人数就已达到 1000多人，数字屏幕上进场人数
不断上涨。虽然陆陆续续有游客离开，但排队入
场的人依然熙熙攘攘。

走进冰场，热火朝天的嬉冰场景似乎驱走了
冬日的寒意。什刹海冰场目前有冰车、冰上自行
车、冰滑梯、冰刀等多项冰上运动项目供游客选
择，其中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就是冰滑梯和冰上自
行车。很多年轻游客表示，很想感受一下在冰面
上骑自行车的感觉。

冰场里，男女老少玩得不亦乐乎，笑声和尖

叫声不时传来。既有小心翼翼、初次踏上冰面的
年轻人，也有娴熟滑行的“老炮儿”。

来自江西的一对年轻情侣表示，自己是第一
次参与冰上运动。“我们在北京上学，以前从来没
有到冰场玩过，趁着周末来体验一下。”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冰场游玩，让孩子体验
冰上运动的乐趣。很多家长表示，希望从小培养
孩子对冰雪运动的兴趣。

“我每年都来什刹海冰场，玩冰是每年冬天的
必须项目了。”来自北京的张女士说，过去自己每
年都会来冰场，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于是
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玩。

来自北京的吴先生说，除了玩冰，自己还带
着孩子一起滑雪，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学习了
不少冰上运动和冬奥会的知识。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民众的冰
上运动热情也越来越高涨。这个冬天，冬奥元素
更多地出现在北京各大冰场上。

什刹海冰场挂出了“喜迎冬奥会”的横幅，
还设立了公益活动区，用展板展示历届冬奥会冠
军和冰上项目世界冠军。北京市其他冰场也在冰
场中融入冬奥元素，紫竹院冰场和北海冰场都设
立了专门的展区，向游客宣传和普及冬奥会知识。

近日，2019 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
节在河北张家口的太舞滑雪小镇和全国其
他近百家滑雪场同步举行。这一天，各地
的孩子们来到雪场，参加儿童滑雪赛，上
免费的滑雪公开课，观看儿童冰雪电影，
感受和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笔者几年前曾获邀参加过这个滑雪节
在一个分会场举办的活动。那时候，参与
的孩子、家长还不是很多，主办方只得邀
请一些儿童滑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来进行
滑雪表演。随着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成功，中国人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也在逐渐升温，参与这项运动的孩子也多
了。每到周末，很多滑雪场游客络绎不
绝，一些父母在孩子的带动下也开始练习
滑雪。

对孩子来说，滑雪的好处很多。滑雪
属于有氧运动，孩子在冬季参加滑雪不仅
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发育，还有利于增强心
肺功能，大大降低感冒的发生率。此外，
滑雪还可以让孩子在刺激、有趣的锻炼
中，磨练个人意志，学会独立生存和挑战
运动极限。

不过，要让越来越多孩子不再“猫冬”，
逐渐在冬季动起来并不容易。虽然滑雪在欧
洲等成熟市场早已是大众体育，但在中国，
滑雪还只是“小众”运动，只有少数“发烧友”
实现了欧美式滑雪消费模式。有统计显示，
目前全球滑雪人口预估约1.25亿，滑雪人次
超过 4 亿次，人均每年滑雪 3－4 次。而中国
的滑雪参与者目前还不足总人口的 1％，青
少年参与滑雪的人数比例更低。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除了由于
气候因素造成的“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
设施不足、装备不全、教练不专、礼仪不
通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孩子充分享
受滑雪的快乐。不过，随着“北冰南展西
扩”“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等政策的实施，孩子的滑雪热情逐渐
被激发出来。

未来要让孩子们喜欢滑雪，有地方滑雪，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
如，针对雪场稀少问题，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各大雪场既要有针对性
地扩展雪道，增强运力，也要从实际出发，防止盲目大建。政府可以
通过购买服务，支持学校使用商业雪场冰场，或者改造替换学校现
有场馆等，减少“冰雪进校园”的障碍。针对师资紧缺问题，也应加快
培训步伐。据统计，全国仅有8000多名社会滑雪指导员，这个数字
远不能满足当前需求。而“临时抱佛脚”的短训只会让教师无法充分
掌握技术动作，不能充分理解滑雪理念和安全防护知识，给练习滑

雪的孩子带来很大安全隐患。因
此，建立滑雪教练培训体系和分
级制度刻不容缓。

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让孩子
们越来越喜欢冰雪运动。这是推
广冰雪运动文化的大好契机。但
是，面对孩子们、家长们对冰雪运
动的热情，相关方需要多一丝冷
静，加快提升软硬件标准，这样才
能让更多孩子安全、快乐地滑雪。

亚洲杯1/4决赛国足将战伊朗

不惧过往
拼出未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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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泰国队的比赛之后，中国男足主帅里皮
列出了自己执教国足的成绩单。即将交出教
鞭，里皮也在总结自己挂帅两年多来的得失。

“从我担任中国队主教练以来，我们踢了
10场正式比赛，其中有6场世预赛，4场亚洲
杯，我们的成绩是6胜2平2负，只输给过伊
朗和韩国。”

或许是巧合。继世预赛同组拼杀，国足
在本届亚洲杯再次遭遇两位“苦主”。北京时
间1月25日凌晨，中国队将同伊朗队争夺一
张四强入场券。

对战亚洲第一，实力处于下风的国足恐
怕“凶多吉少”。尽管如此，在这场可能是里
皮告别战的比赛中，球迷依旧期待着老帅的
神奇调整与球员的奋力一搏。

◀ 郜林在同泰国队的比赛中主罚点球命中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丁 旭摄

3项比赛贺新春
CCTV贺岁杯赛事将举行

本报电（记者刘峣） 作为春节期间备受欢
迎的贺岁活动，2019CCTV 贺岁杯系列赛事今
年将如约上演。据悉，本年度贺岁杯将开展

“狮王争霸赛暨迎新春全民健身嘉年华”“世界
女子九球争霸赛”“中日韩围棋争霸赛”3项最
具人气和传统文化魅力的赛事。

该系列赛事自 2013 年起，已成功举办六
届，每年都会选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
和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新春之时为观众奉献
精彩的比赛，送出节目的问候。本届赛事由中
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
导中心、中国台球协会、中国围棋协会主办，
由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等相关机构承办。

匈牙利公开赛
国乒包揽全部冠军

据新华社电 2019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匈牙
利公开赛 20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落下帷
幕，中国队包揽了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及混双
五项冠军。

男单方面，林高远横扫队友王楚钦加冕男
单冠军。陈梦战胜队友朱雨玲赢得女单冠军。
许昕/梁靖崑经过五局苦战，以3∶2战胜队友樊
振东/林高远，站上男双最高领奖台。

女双方面，王曼昱/朱雨玲以3∶1战胜队友
陈梦/孙颖莎摘得桂冠。中国组合许昕/刘诗雯
直落三局轻松战胜匈牙利组合苏迪/佩格尔，夺
得混双冠军。

亚洲第一人
李娜入选网球名人堂

据新华社电 国际网球名人堂 （ITHF） 21
日消息，已退役的中国名将李娜、法国球星皮
尔斯以及俄罗斯的男单前世界第一卡费尔尼科
夫入选2019年名人堂。

国际网球名人堂介绍，三名球员都曾夺得
过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单打冠军，而且每人都
拿过两个大满贯赛单打冠军。

为此，1 月 22 日晚，主办方计划在澳网中
心球场先举行一个庆祝仪式。正式的入选仪式
计划7月在名人堂总部举行。

李娜曾获得 2011 年法网和 2014 年澳网冠
军，是史上第一个捧起网球大满贯赛事单打冠
军奖杯的亚洲人。

国际网球名人堂创办于 1954 年，总部位于
美国，目前已有254人入选。

游客在北京什刹海冰场快乐嬉戏 祝振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