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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乒：张本智和成长快

在世界杯决赛中，樊振东一开局
便遭遇了不小的挑战。虽然是客场作
战，回到四川“老家”的张本智和斗
志十足，依靠犀利的反手频频得分。
局分 2∶2 战平后，经验更为丰富的
樊振东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张本智
和则暴露出年轻人的急躁心态，最终

以一个罕见的发球失误将樊振东送上
冠军宝座。

这是张本智和首次闯入乒乓球三
大赛决赛，也是日本选手第一次进入
男乒世界杯决赛。无论对张本智和还
是日本乒乓球而言，如此成绩已经值
得骄傲。半决赛中，张本智和击败了
国乒队长马龙，虽然后者受困于膝盖
伤病和手术，状态尚未恢复到最佳，
但张本智和的进步，已有目共睹。

半决赛后，马龙表示，张本智和
3年来确实进步了很多。尤其是这一
两年，跟世界上许多高手都交手过，
一直在成长。

去年年底的国际乒联总决赛上，
张本智和战胜林高远，夺得冠军。本
赛季，他也曾在保加利亚公开赛决赛
上战胜赵子豪，并在 T2 钻石赛新加
坡站季军战中再度击败林高远。尽管
在世乒赛上马失前蹄，被韩国黑马安

宰贤淘汰出局，但到了世界杯赛场，
这名16岁超新星的能量又一次爆发。

同样显露不俗潜力的，还有今年
刚满 18 岁的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
成年之后的林昀儒进步飞速，今年曾
先后夺得日本公开赛亚军和捷克公开
赛冠军。而首次参加世界杯便夺得季
军的成绩，更是宣告了乒坛新势力的
来临。

女乒：伊藤美诚野心大

女乒赛场，“00后”对手同样来
势汹汹。相较于男乒的单兵突击，日
本女乒三大主力伊藤美诚、石川佳
纯、平野美宇近年来轮番向中国女乒
发起冲击。

不过在本赛季，日本女乒却陷入
了低迷状态。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成
绩不佳，伊藤美诚直到下半赛季才找
回状态，惜败陈梦夺得瑞典公开赛亚
军，并击败孙颖莎加冕奥地利公开赛
冠军。

不久前的 T2 钻石赛新加坡站
上 ， 伊 藤 美 诚 再 度 遭 遇 同 为 “00
后”的孙颖莎。两人激战7局，最终
孙颖莎在决胜局中挽救赛点，惊险夺
冠。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中，伊藤美诚
也来到了第五的位置。

在比赛后，技术不断“进化”的
伊藤美诚表露了自己的野心——希望
超越中国选手，在奥运前争取拿到世
界第一的排名，并力争在东京奥运夺
下女单金牌。

在评价伊藤美诚时，孙颖莎也表
示，自己与伊藤年龄相仿，和她比赛

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也能体
会伊藤对胜利的渴望，期待两人未来
有更多较量。

在更年轻的舞台上，中日乒乓的
对抗同样十分激烈，也更值得国乒警
惕。与男乒世界杯同期举行的乒乓球
世青赛上，国乒丢掉了女单和女双冠
军。其中，17 岁的中国小将吴洋晨
在半决赛中不敌已参加成人组比赛的
长崎美柚。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女乒
国际赛场，两国选手仍将上演强强对
话的好戏。

国乒：年轻小将渐挑梁

在预测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乒乓
球比赛的格局时，很多人都认为，王
楚钦、张本智和、林昀儒 3 名“00
后”小将届时将成为男子乒坛的主
角。而三人的暗战，则一直在进行当
中。

本赛季，王楚钦的状态不错。年
初的匈牙利公开赛，他在半决赛上击
败樊振东；下半年的韩国和澳大利亚
公开赛，王楚钦在同张本智和的直接

对话中连续取胜，重挫了张本智和的
锐气；在瑞典公开赛上，从资格赛打
起的王楚钦更是创造奇迹，一路奏
凯，拿到了自己首个巡回赛男单冠
军。

然而，一个美好的赛季却毁于一
时的冲动。上个月的奥地利公开赛
中，王楚钦在输给队友赵子豪后，情
绪失控怒摔球拍，并拒绝同队友握
手。治军严厉的中国乒协随即宣布，
对其停赛3个月。

个性和冲动并不是坏事，对一名
年轻球员而言，从比赛中磨砺技术与
从挫折中成长心智同样重要。这一脚
赛季之中的“急刹车”，或许能够让
王楚钦得到更快的成长。

在女单赛场，孙颖莎同伊藤美诚
的较量总是“火星撞地球”。伊藤美
诚在奥地利公开赛上取胜，孙颖莎则
在世乒赛女团决赛和 T2 钻石赛中上
演大逆转。目前，伊藤美诚已经基本
锁定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孙颖
莎也仍有竞争奥运门票的机会。在奥
运会以及未来多年的世界大赛中，两
人的强强对话势必会更多、更精彩。

午后，10 名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冰
雪小萌新”，跟随美国怀俄明大学越野滑雪
队进军更高的雪域，探寻一片适宜开展训
练的冰雪基地……

这个“冰雪奇缘”般的场景，源自于
一场中美高校之间体教结合的试验。今年5
月，美国知名大学滑雪队——怀俄明大学
越野滑雪队教练组来到上海体育学院，为

“体教结合越野滑雪‘直通怀俄明’项目”
选拔人才，10 名运动员得到为期一年赴美
进行越野滑雪专项学习的机会。自9月赴美
以来，这些年轻的冰雪人才已经接受了旱
地轮滑、山地越野跑、低氧耐受等专业高
强度集训。

从零开始练冰雪

此次赴美的 10 名学子专项能力出众，
有不少曾获国家级赛事奖牌。但此前，他
们从没接触过冰雪运动，在“零基础”背
景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困难。

旱地轮滑作为越野滑雪的专项练习，对
初学者来说是相对危险的运动。10名运动员
在抵达美国之后，便开始了这场克服恐惧、
超越自我的挑战。经过旱地轮滑、山地越野
跑以及每周固定的训练，拉勒米的雪唤起了

“萌新”挑战真正雪上技术的热情。
初次在雪上练习时，由于经验不足，

“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是常态，
很多运动员都摔破了裤子。但永不言弃的
年轻人反复摸索技术，顺利完成了与冰雪
的亲密接触。

上海体育学院体训学院足球专项研究
生林鹏飞说：“困难肯定是有的，多摔几次
就克服了。”

美方主教练克里斯蒂·博格斯也称赞，
中国运动员对冰雪运动充满兴趣，敢于尝
试并且乐在其中。

除了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美国怀俄
明大学越野滑雪队还为中国学子提供了每
周两次、每次1小时的滑雪理论课，以夯实
学子的专业理论基础。教练还在训练中为
运动员录制视频，用于技术分析。

扎实的训练之外，还有科学的研究保
障。在美训练期间，10 名选手将进行多项身
体和认知能力测试，帮助科研人员找出最能
预测比赛成绩的科学测试手段，为教练评价
训练效果以及调整训练方案提供依据。

“在美国期间，大家互相帮助，整个团
队和谐友爱的氛围，让这个冬天格外温
暖。”项目队长、上海体育学院2018级体训
学院研究生李谨良说。

培养世界级教练员

为响应国家“北冰南展”计划，开展
“体教结合—越野滑雪‘直通怀俄明’项
目”是上海体育学院在时代背景下做出的
决定。同时，该项目也是上体—怀大海外
中心框架 2019 年重点项目，旨在为越野滑
雪运动在南方的发展普及培养教练人才。

美国怀俄明大学运动机能与健康系教
授、上体校友朱骎是该项目的发起人之一。
他把此次合作定义为“实验性的合作”。

“这次合作最重要的是希望培养出世界
级的冰雪运动教练员，帮助上体培养一批
会滑雪、懂滑雪、会教滑雪的运动人才。”
朱骎说。

目前，运动员已经完成了赛季前的训
练准备。从 12 月开始，他们将迎来属于自
己的第一个冰雪赛季。面对全新、未知的
角逐，李谨良说，她会抱着一颗平常心，
先做好自己，好好磨练技术。

从“滑雪小白”蜕变成专业运动员绝
非易事，跨项学习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困难。

在美国学习的日子里，运动员努力克
服语言障碍、适应气候条件、雕琢训练技
法。“在这里，大家都把体育当作自己一生
的爱好，都十分乐于参加越野滑雪这项运
动。” 林鹏飞说，希望能够将所学到的越
野滑雪专业知识带回国内，为中国冰雪运
动发展做出贡献。

李谨良与林鹏飞有着相似的想法。她
说，要脚踏实地掌握好越野滑雪的系统训
练模式，把理论精髓带回国内，学以致用。

本报电（魏勤英、焦利英） 近日，成
都大学大运村至东安湖体育公园主场馆
直联道路——白鹤西路和体育馆西路段
全面开工。该道路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建路桥集
团承建，设计为双向四至六车道，全长17.7
公里，预计2021年3月建成通车。

2021 年 8 月大运会期间，这条体现
着公园城市理念的大运之路、对外形象
展示的景观带、融入城市公共活动的复
合型街道和赛时交通快运线，将实现大
运村 20 分钟直达体育公园，大大提升两
地的通行效率，为大运会顺利举办提供
保障。

乒坛“00后”风头正劲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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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结束的2019国际乒联男子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选手樊振东4∶2击败日本小将张本智和，第三次问鼎世界杯。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两名颇受关注的乒坛“00后”新星——张本智和与林昀儒均闯入四强。面对两名年轻

选手的冲击，伤愈不久的马龙也败下阵来。
除了男乒，以伊藤美诚等日本选手为代表的“00后”女乒同样来势汹汹。尽管从整体实力上还无法挑战中国乒乓球的统治地

位，但初生牛犊的小将已多次给国乒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也给世界乒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面对新一代的挑战，国乒要靠实力说话。与此同时，以王楚钦、孙颖莎领军的中国“00后”球员，也需尽快磨砺成长。

10名学子赴美学习越野滑雪

一场跨国的“冰雪奇缘”
魏 旖 赵晨霖

图为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运动员同美国怀俄明大学越野滑雪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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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昀儒

第31届世界大运会直联道路项目开工

本报电 （立风） 2019 年全国新
区经开区高新区首届职工健康运动
会，近日在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
区举行。

本 届 运 动 会 由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
中国企业体育协会、中国健康管理
协会、中国开发区协会、中国企业
体育协会新区开发区职工体育促进
委员会主办，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
府、广州开发区管委会承办。

广州开发区作为本届运动会的
主会场，承办了田径和趣味体育两项
赛事，来自全国百家新区经开区高新
区的 36 支参赛队伍共 500 多名职工
运动员，在广州开发区的赛场上挥洒
汗水、书写豪情，共同感受快乐、激情
的运动会氛围，展示出新时代职工健
康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本届职工健康运动会时间跨度
长、分赛区设点多。今年6月开赛，先后
在全国多个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举办了
乒乓球、羽毛球、毽球、足球、电竞、篮球
6场赛事，百余家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职
工层层选拔，8万多名职工参与其中。
作为运动会的“收官之战”，广州开发区
赛场既有体现高水准职工运动的纯竞
技体育项目，包括男女100米、200米、
1500米，男女4×100米接力以及男女
跳高、跳远、铅球等；也有易于参与、乐
于参与的趣味项目，如跳长绳、“同心
鼓”“共赴前程”“毛毛虫”等。

经过近6个月的激烈角逐，广州
开发区代表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名。天津滨海新区、北京经开区、
扬州经开区、广州南沙开发区、重
庆两江新区、秦皇岛经开区、山西
综改示范区、沈阳经开区、湛江经
开区获得团体总分2-10名。

全国新区经开区高新区
职工健康运动会在广州举行
全国新区经开区高新区
职工健康运动会在广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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