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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多个“第一次”

本赛季，奥瑞金冰球队共参加了56
场常规赛比赛，期间辗转于中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 3 个国家的多个城市。
虽面临赛程紧密、时差调整、团队磨合
等诸多难题，但全队上下一心、顽强应
赛，创造了中国冰球诸多“第一次”。

2018 年 9 月 6 日，奥瑞金队开启丝
路超级冰球联赛征程，队内最年轻的本
土球员黄千一打入球队的联赛首球，提
振了这支中国冰球新军的信心。9 月 19
日，奥瑞金冰球队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
场，将高水平的职业冰球联赛带回中
国，成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
中国冰球事业发展的历史性一刻。

本土作战的奥瑞金冰球队越战越
勇，几天后，便在主场力克对手，收获
了新赛季首胜。9 月 30 日，奥瑞金冰球
队在客场通过加时绝杀对手，成功将客
场首胜收入囊中，并以一场胜利为国庆
献礼。值得一提的是，该场比赛的 4 粒
进球中，有 3 粒是由中国球员和华裔球
员打入的，通过职业联赛培养中国冰球
军团的目标越发明晰。

10 月 10 日，奥瑞金冰球队“定居”
奥众冰上运动中心，首次在北京进行主
场比赛，北京冰球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
球队和主场。

今年 2 月，经过了大半个赛季的磨
砺，奥瑞金冰球队在客场征战期间首次
斩获三连胜，让人们看到了球队的潜
力。从刚建队时的摸索前行，到赛中的
日渐成熟，再到赛季后期的优胜战绩，
球员之间的磨合日渐成熟。尤其是中国
球员的成长，让人们对中国冰球的冬奥
会之旅充满期待。

本土球员成长快

作为2022冬奥会东道主，中国冰球
国家队拥有直通冬奥的资格。尽管取得
了参赛权，但胜利和荣誉仍要靠实力争
取。目前，中国冰球距离奥运水准仍有
不小的差距，如何在短时间内练兵、提
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组建奥瑞金冰球队以及征战丝路联
赛，是中国冰球备战2022年冬奥会的重
要工作。本赛季，球队的中国球员得到
了更多以赛代练的机会，在同优秀外援
和华裔球员同场竞技的过程中，技术实

力、应战心理以及自信心全面提升。值
得一提的是，联赛期间，奥瑞金冰球队
的多名中国球员和华裔球员得到了在国
家队或高级别联赛中出场的机会，表现
不俗。

今年 1 月 21 日，“中国国家 U20 男
子冰球队世锦赛夺冠升级”的消息引
发热议。在冰球世锦赛丙级比赛中，
中国队以 5 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
顺利升至乙级 B 组。其中，在比赛中
以 11 粒进球、8 次助攻的出色表现斩
获射手王的黄千一，正是出自奥瑞金
冰球队。此外，奥瑞金冰球队中的华
裔球员段仕能、司徒永恩、胡杨、谭
佰文以及本土球员英如镝获得了参加
高 级 别 联 赛 —— 大 陆 冰 球 联 赛

（KHL） 的机会。其中，英如镝登场不
到 1 分钟，即打入一粒宝贵的进球，
成为中国球员在 KHL 进球的第一人。
如今，丝路超级冰球联赛已成中国冰
球备战 2022 年冬奥会的训练场，也将
担当起长效“造血工厂”的功能。

冰球氛围渐浓厚

经过一个赛季的征战，奥瑞金冰球

队的主场所在地——奥众冰上运动中
心，已成为冰球迷的核心聚集地。为了
能够在北京再现“冰球热”，带动更多
人关注冰球运动，奥瑞金从观赛体验、
球迷服务等方面入手，全方位营造北京
的冰球氛围。

为了让现场球迷有更好的观赛体
验，在票务方面，奥瑞金推出了最低50
元的亲民票价，吸引球迷到现场观赛。
除此之外，奥瑞金俱乐部还通过各种互
动活动，让球迷在北京主场充分感受冰
球文化。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更多冰球迷
的观赛需求，奥瑞金与人民体育、腾
讯体育、PP 体育多个媒体平台合作，
提供赛事直播。本赛季，奥瑞金还合
作推出“冰雪体验季”活动，邀请多
所冰雪特色学校的师生和家长到场观
赛，让更多人关注冰球、了解冰球、
爱上冰球。

职业球队的建立、中国球员的进
步、冰球文化的培育……奥瑞金冰球队
的首个赛季便重新点燃了首都的冰球热
潮。随着 2022 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以及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不断推
进，中国冰球新势力正在快速成长。

征战丝路联赛 练兵北京冬奥

前进 中国冰球新势力
本报记者 刘 峣

2022年 2月 20日之后，北京将
成为全球首个成功举办过夏季、冬
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办好北京
冬奥会，是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如今，2022 这个时间点越来越
近，在“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彩”的
目标号召下，中国正全力以赴。

中 国 冰 雪 运 动 起 点 并 不 高 。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
拿到 1 枚金牌和 9 枚奖牌，勉强算
得上冰雪大国，但距离冰雪强国还
有距离。冬奥会的举办，将给中国
冰雪运动发展带来强有力的刺激和
促进。

申办冬奥成功时，我国有 1/3
的冬奥项目还没有开展，还有 1/3
项目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只
有 1/3 项目具备竞争水平。到了
2022年，中国队运动员将力争在更
多项目的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如果
照这个势头继续努力，中国冰雪运
动不仅在2022年冬奥会上将有大突
破，在未来的冬奥会上一定能迎来
大发展。

当然，办赛的过程是艰辛的。
冬季运动基础薄弱，大赛经验

欠缺，不少工作都要摸索着从头
来。如今，通过引进和培养，北京
冬奥会竞赛核心团队已基本组建，
并派往国内外大赛进行“影随计
划”，在实战中培训和演练。

场地、医疗、吃住行，事无巨
细考虑周全，天气预报服务要精准
到“百米级”“分钟级”。是否能提
供精准的气象数据服务，是雪上项
目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与中国气
象局签署协议，抽调52名天气预报
员组建北京冬奥会气象预报员团
队，赛时每个竞赛场馆都有专职气
象预报员在场。

绿色环保不浪费，是对新建场
馆的要求。北京冬奥会注重可持续
性，所有场馆都将使用清洁能源。
上月公布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
划》显示，北京冬奥会将努力创造体育、经济、社会、文
化、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7个方面的丰厚遗产。

训练的过程也是艰辛的。
为了实现北京冬奥会的参赛目标，国家体育总局从

2018年至2021年，按照“扩面、固点、精兵、冲刺”的工
作节奏全力展开备战工作。

过去，主要有黑龙江、吉林等北方地区开展冰雪运
动，现在，包括南方地区在内的31个省区市都有队员参与
训练。

为了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中国和挪威、奥地利、瑞
士、瑞典、芬兰等15个国家
展开深入合作，派运动员参
加训练，请优秀教练执教。
目前，在中国执教的外国冰
雪项目教练有80多人。

北京冬奥会，寄托着国
人澎湃的豪情，更寄托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2022
年，我们将给世界奉上一届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
盛会。

赛事创新

偌大的体育馆内坐满观众，呐喊助
威声不绝于耳。很多球员的“后援团”
声势浩大，“粉丝”拿着印有运动员名
字和照片的灯牌，其热情丝毫不亚于一
场明星演唱会——今年的“地表最强12
人”，虽然少了马龙等明星球员，但依
旧吸引了众多球迷的目光。

2017年，借助里约奥运国乒包揽金
牌的契机，中国乒协与腾讯体育开办

“地表最强 12 人”，取代了从 2006 年开
始的内部“直通”选拔赛。数据显示，
首届“地表最强 12 人”赛事门票 72 秒
便 全 部 售 罄 ， 吸 引 了 6000 万 观 众 观
看，社交媒体话题量达 6.7 亿，让人们
看到了国球的影响力。

“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学习和借鉴

这一做法。我认为这样的比赛才是乒乓
球转播、观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值得其
他协会仿效。”现场感受中国人的乒乓热
情，国际乒联主席维克特不禁赞叹。

今年的比赛，赛事主办方提供了高
达 500万元的总奖金，男女冠军各自获
得高达100万元的奖赏，入围12强的全
部运动员均有出场费。

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表示，“地表
最强 12 人”设置了高额奖金，是乒乓
球运动市场化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我觉得，乒乓球的市场化开发需
要一些创新，加入一些时尚、科技、商
业的理念，而这正是腾讯的强项。因此
我们将‘直通’选拔赛升级为‘地表最
强 12人’，无论是赛事名称、奖金还是
整体包装，都融入了时尚、娱乐和市场
化的元素，但场内竞争仍然真刀真枪、
火药味十足。”刘国梁说。

本届“地表最强 12 人”的开幕式
融入了不少极具科技感的元素，给观众
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如何利用新技
术，让乒乓球比赛更好看，将是未来乒
乓球运动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提供参考

“地表最强 12人”是中国乒乓球市
场化的重要一步，超级赛事的打造，也
为乒乓球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参考。

有专家表示，乒乓球运动的市场化
发展，应该从加强对乒乓球超级赛事的
包装，打造品牌赛事，完善乒超联赛，
稳定开发国际市场，鼓励“海外兵团”
的“外使”方向发展与打造乒乓球项目
体育明星等方面入手。

虽然“地表最强 12 人”对乒乓球
市场化进行了成功探索，但要将乒乓

球运动真正推进市场化，仍要解决一
些问题。

在2018年底的中国乒协就职仪式上，
刘国梁曾提到，东京奥运周期在夺金任务
之外，期望让运动员逐渐向职业化转型。
近年来，中国乒协有意效仿足球、篮球，实
行俱乐部超级联赛制。如何在备战奥运大
赛的同时，通过联赛更好地推动市场化和
职业化，是乒协面临的一大课题。

与此同时，如何持续打造“现象
级”和“偶像级”运动员，也是延续乒
乓球影响力的关键所在。里约奥运会以
后，张继科、马龙、丁宁等兼具实力与
个性的球员收获了大批年轻“粉丝”，
极大释放了乒乓球运动的影响力，也促
进了国球的市场化转型。然而，随着球
员的更迭和变换，如何让年轻一代继续
保持对球员和国乒的关注度，也是国乒
未来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北京顺义举行
健体康评进社区活动

本报电（立风）“城乡体育手拉手共建和谐新顺义”群
众体育公益行——健体康评进社区活动，日前在北京市顺
义区李遂镇举行。200 余名居民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在现
场通过仪器检测自身健康信息状况，并接受了科学的健身
指导。

据介绍，此次体医融合健体康评活动按照科学随机抽
样原则，兼顾人口年龄结构、性别比例、职业因素等各方面
实际情况进行健康数据抽样采集，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
人口的健康信息状况。通过活动，让居民在了解自身健康状
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运动健身，不断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把“看病转为看健康”，树立群众大健康理念。

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入选全球十佳体育场

本报电（吴凯、林伟朋） 近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
区的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图）获全球最佳体育场第二名。

该体育场是苏州奥体中心“一场两馆一中心”中最重
要、最有特色的单体建筑，由中建三局承建。体育场建筑面
积 91024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4.5 万人。体育场屋盖跨度 260
米，创造了全国最大跨度的单层索网膜结构纪录以及世界上
最大跨度的异形单层索网膜结构体系纪录。

3月 7日，由全球知名的专业体育场数据网站 StadiumDB
发起的2018年度全球最佳体育场评选结果揭晓。在专家组评
审中，通过建筑价值、功能、创新三个维度的综合评比，苏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以9分的高分 （满分10分） 获得第二名。

上月末，随着在北京奥众
冰上运动中心上演赛季收官之
战，昆仑鸿星奥瑞金冰球队完
成了组队首年的“惊艳”之旅。

2018年 8月，昆仑鸿星和
奥瑞金集团共建球队，参加了
刚刚成立的、依托俄罗斯超级
冰球联赛（VHL）转变而来的丝
路超级冰球联赛。目前球队全
部 25 名球员中，有 12 名球员
来自中国本土，5 名球员是华
裔球员，其中12名中国球员均
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了2017年
荷兰世锦赛。

经过 5 个多月、56 场跨国
比赛，中国球员逐渐挑起球队
大梁，丝路联赛也成为中国球
员的重要练兵场。面对即将到
来的 2022 北京冬奥会，这支
年轻的球队为中国冰球带来了
更多的人才储备和更高的冰球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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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最强12人”——

乒乓球市场化迈出一大步
刘 奇

近日，“地表最强 12 人”
2019世乒赛直通赛（以下简称

“地表最强12人”） 在深圳宝
安落幕。经过 4天激战，樊振
东、陈梦、梁靖崑、孙颖莎脱
颖而出，获得出征布达佩斯世
乒赛的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第二
季的“地表最强12人”，俨然
成为中国乒乓球的品牌赛事。
在收获高人气的同时，也进一
步推动了乒乓球运动的市场化
进程。

林高远在比赛中庆祝得分林高远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毛思倩摄摄

昆仑鸿星奥瑞金队队员在比赛中昆仑鸿星奥瑞金队队员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