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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大风露出令人胆寒的獠牙
整个上午的雪上赛事不是延期就是取消

开幕式当日短暂的 “温暖” 看来

只是一个假象。 当越来越多的比赛拉

开序幕， 平昌的低温和大风逐渐露出

令人 “胆寒” 的獠牙。
继11日的单板滑雪女子坡道障碍

技巧预赛和北欧两项普通台 /10公里

男子单人训练赛第三轮因恶劣天气而

遭取消后， 原定12日上午举行的全部

三项雪上赛事或延期或取消， 理由当

然正是糟糕的天气。
率先宣布取消比赛的是高山滑雪

女子大回转预赛。组委会在8点15分公

布了正式通知， 而此时大部分记者正

在从媒体宾馆赶赴赛场的途中， 可谓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女子大回转的赛

地位于平昌南端的龙平滑雪中心，昨

夜至今晨的一 场 大 雪 令 当 地 气 温 骤

降，虽然是个大晴天，但上午10时的气

温竟然低至-14.1℃， 地 表 雪 温 则 跌

到-16.8℃。 比低温更可怕的是逐渐加

强的风势，到了原定开赛时间，地面风

速已超过每秒9米，达到五级标准。 不

妨用更感性的 方 式 来 描 绘 当 地 的 寒

冷：站在户外抽烟的话，不消半支烟功

夫， 裸露在外的鼻子和耳朵都可以感

受到强烈得难以忍受的刺痛。
选手们的出发点位于海拔1368米

处，高山之巅的风与寒远甚于地面。曾
参加过三届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 （其
中包括被称为史上最冷的利勒哈默尔

冬奥会）的法国名宿吕克·艾尔潘正在

龙平现场， 身为法国电视台转播评论

员的他感叹道：“这可不是经常能遇到

的天气。 山上至少有-20℃，风速恨不

得有100公里/小时。 取消比赛的首要

因素是风，不仅风速大，还是侧向风。
其次是低温，就算你能扛得过寒冷，但
运动员休息区距离出发区也实在太远

了，你完成检录后就差不多冻僵了。这
样恶劣的天气没可能比赛。”艾尔潘是

通过女儿得知山顶选手出发区的糟糕

状况，其女伊斯泰拉·艾尔潘作为瑞典

队选手将参加这场比赛，“她刚才已经

在出发区等候检录了， 在踏上赛道前

被告知比赛取消。这样也好，她们终于

可以喝杯咖啡暖暖身子。”在见多识广

的艾尔潘看来， 平昌的赛道质量非常

高，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没法滑雪，
“有些日子你不得不选择不出门，不一

定非得睡觉，但得待在屋子里。 ”
择日再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毕

竟在这项比赛81位参赛者中还有来自

墨西哥、智利、泰国、肯尼亚、马达加斯

加等“不发达国家”的选手，恶劣的天

气会令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组委会随后宣布， 女子大回转的预赛

和决赛均将延后至15日举行， 而原定

于12日上午11时举行的男子速降练习

赛则索性被直接取消了。
高山滑雪大项还算幸运， 毕竟拥

有两个比赛场地， 除了龙平以外， 旌

善滑雪中心将举行男女速降、 超级大

回转和个人全能比赛， 场地条件相对

宽裕， 延期个别比赛还能找到调整空

间。 而凤凰雪上公园可真是连挤出赛

程的一点余地都找不到， 这处藏身于

整个赛场区域最西侧群山间的赛场，
不仅气候条件比其他场馆更恶劣， 而

且赛程排得非常密集———承揽所有自

由式滑雪和绝 大 多 数 单 板 滑 雪 的 比

赛， 只有本届新增小项单板男女大跳

台安排在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举

行。 也因此， 如果凤凰雪场遇到糟糕

天气就不太好办了。

而这个如果， 已经发生了。
凤凰雪场已 经 连 着 两 天 都 出 现 降

雪， 虽然风速不大， 但低温造成赛道结

冰，严重影响选手的发挥。12日上午9时，
这里的地表雪温为-18.6℃，显然不利于

立即开始比赛。 于是原定10点开赛的单

板滑雪女子坡道障碍技巧赛决赛的开赛

时间临时延后， 与前一日的男子坡道障

碍技巧一样， 一小时后当地面温度上升

了6℃左右，比赛才重新开始。 但当地的

气候条件依然恶劣。
随着时间临近正午， 昏黄的日光勉

强穿过云层， 但小幅回暖无助于驱散体

感的寒意。比赛期间，雪道所在的山坡上

时而会遭遇狂风吹袭， 卷起的白雪把赛

道点缀得一片朦胧。 大风毫无征兆地到

来，有时又倏然平息，喜怒无常的性格彻

底打乱了比赛节奏。每当大风呼啸，本该

登场的选手只能无奈地站在山顶静静等

候，而半山腰上那些高举镜头、等候捕捉

精彩瞬间的摄影记者则不得不将相机揣

入怀中，以防体积庞大的“吃饭家伙”被

大风吹落在地。 冗长而又支离破碎的比

赛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煎熬， 看台上不少

观众下意识地加快了跺脚的频率。
而对选手们来说， 最不幸的情况并

非忍着寒冷等待出发， 而是整套动作尚

未完成，大风却忽然吹起。加拿大选手洛

莉·布劳因就是不幸的受害者之一，在其

首套动作的第三跳接近落地时， 于山坡

间埋伏许久的大风突然吹起。受此波及，
布劳因未能平稳落地。 无辜的加拿大人

只能摊开双手， 以表达自己的沮丧与无

奈，她的这组动作仅获49.16分。 事实上，
时不时刮起的大风令首轮26名选手中只

有五人完成动作并平稳落地。 另一位加

拿大选手斯潘塞·奥布莱恩说，“这是一

场相当需要运气的比赛。 如果你比赛时

恰好没有起风，就会获得一些优势。显然

我不在此列。 ”冠军贾米·安德森就是

兼具实力与运气的幸运儿， 她首跳时

一片平静， 最终凭借这套动作所获的

83.00分一举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 这项女子比赛原

定于11日下午举行两轮预赛， 因为恶

劣天气而被取消， 又因为挤不出其他

时间补赛， 组委会最终决定所有26名

参赛选手都直接进入原本只能由12人

参加的决赛。 这或许是本届冬奥会参

赛人数最多的单板项目决赛， 如果之

后没有更多预赛被取消的话。
（本报平昌2月12日专电）

足球青训应具备合理流动机制
足球苗子“挖角”竞争日渐低龄化的同时，小球员的流动却成了天大的难事

2017年年底， 上海国王足球青训俱

乐部旗下一位很有天赋的孩子被“挖”走
了。“这孩子从幼儿园大班开始跟着我们

练， 两年的系统培养让他成为了国王青

训这个年龄段里最有前途的三个孩子之

一。 ”该机构负责人宋存强回忆说，两个

月前上海另一家青训机构到孩子所在的

小学挑人，一眼就看中了他，于是就询问

孩子的父母是否愿意换个环境， 结果家

长同意了。 “我不怪家长，也不怪另外那

家俱乐部，我只是觉得很可惜，毕竟我们

付出了心血，但最终说走就走了。 ”宋存

强说。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 那么按

照中国足协最新发布的 《中国足协关于

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

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国王青训可能就不

会因为“为他人作嫁衣”而暗自神伤，根

据这份规定，他们至少可以拿到每年2万

元人民币的青训补偿款。“现在做足球青

训的人很多， 市场大了就会存在一些不

规范的东西。”上海市足协主席朱广沪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家都知道足球要

从娃娃抓起，而在青训市场发展起来后，
流动的规范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最

起码， 我们不能伤了那些投入大量精力

的青训机构和教练员的心。 ”

规范市场迫在眉睫

其实早在2015年， 中国足协就已经

在 《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

规定》 中纳入了青训流动层面的补偿规

定，但随着市场迅速发展，当时的很多条

款已经显得不够全面合理， 这也就成为

了此次调整的大背景。
与两年前的那份文件相比，今年1月

底公布的《实施意见》在很多方面都作了

补充和加强：首先，将原规定中可获得培

训补偿的起始年龄从12周岁调整为8周

岁；其次则是大幅提升了培训补偿标准，
第一类别俱乐部 （中超）50万元人民币 ／
年，第二类别（中甲）25万元 ／ 年，第三类

别（中乙或12-15周岁）10万元 ／ 年，第四

类别 （其他俱乐部或8-11周岁）2万元 ／
年，而在2015年的《转会规定》中，第一到

第三类别的补偿金额分别每年为10万、6
万和2万元，且不设第四类别。

“就我们这些从事足球青训的人来

说，普通日常训练都是投资，不可能在这

一环节上有收益。 只有培养出来一批人

才，机构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收入，进而

进入一个良性发展轨道。”冠博体育创始

人、前国脚孙吉说，足球青训现在的确很

火， 但是很多方面还不够规范，“青训机

构之间相互‘挖人’的情况经常发生，而

且是在向着越来越低的年龄段发展。 之

前足协规定的相关补偿其实很少， 有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这份文件在补

偿标准和最低年龄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改

进，这对于青训机构来说肯定是好事情。
说得简单一些， 至少让我们在投入时不

用担心血本无归了。 ”
朱广沪表示， 新的规定是对青训事

业的一种保护， 也是对青训工作的一种

肯定， “之前确实出现很多问题。 基层

教练辛辛苦苦带了小球员几年， 然后球

员突然就离开了， 这对教练肯定是一种

打击 。 新政策能保护到青训机 构 和 教

练， 对球员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宋存

强则认为， 新规出台之后， 如何切实有

效地执行下去将非常关键， “万一发生

了纠纷， 谁来管、 怎么管、 孩子的培训

经历去哪里报备等操作细节也 同 样 重

要， 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基层青训机构

最关心之处。”

有序流动才能盘活青训

谈起日本足球青训， 在上海进行了

多年足球培训的TFA俱乐部负责人野口

大辅说： “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后， 我

觉得中国足球青训有一个突出问题， 那

就是流动不顺畅。 不同区的校园足球精

英队以及社会力量俱乐部几乎就是独立

的个体， 你想要将其中的一部分流动到

另一部分非常非常难， 这就是没有合理

流动机制造成的。 在日本不存在这个问

题， 孩子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去与自己足

球水平相对应的球队训练比赛。 你也知

道， 足球比赛只有和水平相近的人踢才

会有乐趣、 有进步。” 而当记者问及日

本是否有相应的补偿标准时， 野口大辅

说： “当然有， 也正是因为这些标准，
流动才变为可能。”

由于相应机制缺失， 中国足球青训

的无序流动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机构“挖人”的年龄段越来越低，
就是因为那些拥有了一定足球能力、十

二三岁的孩子已早早地与机构签订了赔

偿费高得离谱的培训协议， 动辄过百万

元的违约赔偿让正常流动的路完全被堵

死。 “伴随着中国青训的发展，肯定会有

越来越多的好苗子被发现，免费‘挖人’

和超高价赔偿费都不合理。 ”孙吉认为，
一所学校或者一家青训机构不可能将一

位孩子从萌芽状态一直培养到一流成年

水准，“免费你不愿意， 价格离谱职业俱

乐部也不愿意， 一个好苗子就很有可能

荒废掉。只有出现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
才能让流动成为可能。 我想足球青训市

场将来一定会进一步细分， 会有更多的

青训机构以向更高水平机构输送人才作

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 ”
“现在中国足球青训已初具规模，接

下来就是要打通各个环节。 以校园足球

为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四个等级

的足球青训依然存在着一些衔接不通畅

的环节，包括同等级之间的相互流动、社
会培训力量之间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普
陀区业余足校校长张翔认为， 无法流通

的市场不利于足球苗子的成长,“转会可

以让职业足球活起来， 人才流动同样能

盘活青训，这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通过

不断摸索， 最终找到一种合理的补偿标

准打通这些环节， 大批好苗子才能顺利

流动成长。有了这些，我相信中国足球很

快就能崛起。 ”

奥林匹克的极限与底线

每一次跳跃都伴随着翻腾或旋
转， 如果将滑板运动的背景换作皑皑
雪山， 就成了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赛， 只不过后者的危险程度更甚。 基
于这一点， 那些关于这一冬奥会项目
是否可以算作极限运动的讨论其实毫
无必要。

在 2014 年的索契， 单板滑雪坡
面障碍技巧赛首度亮相冬奥会， 当时
距离这项被英国广播公司 （BBC） 称
作 “长着恐怖面容” 的运动入围世界
极限运动大赛 （X Games） 已过去
了整整 12 年。 今年来到平昌的这群
极限好手们的履历里， 都少不了在 X
Games 中的耀眼成绩。

如今的冬奥会与极限运动早已建立
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这却与当初顶层
设计者们的设想背道而驰。 如果要在这
场冰雪运动盛会中找出一项最能体现其
魅力的雪上运动， 高山滑雪曾是不可反
驳的答案。 它所追求的是对速度的极致
追逐 ， 展现的则是令人沉醉的优雅身
姿。 当顶级选手们以 80 英里的时速冲
下雪坡， 危险也的确真切地潜伏着。 最
近发生的一场悲剧的遇难者是法国选手
大卫·泊松， 事发至今仅仅过去了短短
三个月。

如果说意外事故导致的悲剧是高山
滑雪难以甩开的副作用， 那么极限运动
的本质就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展示， 展示
的是人类如何逃避死亡。 对于这一点，
英国 《周刊报道》 （The Week） 的总
结或许极端了一些， “没人想看滑板选
手们飞过泡沫塑料的坡道， 毕竟极限运

动的精彩就在于， 引发人们对错误动作
导致的恐怖后果而产生的惊骇与刺激。”

这种超刺激的感官体验， 正中年轻
一代的下怀。 而吸引他们的目光也正是
冬奥会， 甚至是夏奥会所极力追求的目
标。 素来高傲的奥林匹克世界向极限运
动投来橄榄枝的另一个原因， 则可以从
以下这一数字得到答案： 八年前， 通过
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 （ESPN） 收看
X Games 的观众数量已达 4300 万。

同年在温哥华， 首度成为冬奥会正
式项目的单板滑雪越野追逐赛， 即创下
了 59 人参赛 35 人受伤的惊人纪录 ，
一举奠定了冬奥会最危险项目的另类地
位。 在这一类似速降的追逐赛里， 极限
玩家们除了要躲避一路上人为制造的坑
洼、 路肩与障碍， 还有周边一同疾速滑
行的对手。 在 2012 年瑞士举行的一场
世界杯分站赛上， 难以计数的极限迷们

亲眼目睹了加拿大选手尼克·佐里奇
一头撞在雪墙上， 断送了自己 29 岁
的生命。 然而， 以冷酷的方式思考，
如果一切意外只存在于想象， 那么极
限运动那骇人的魅力又该如何展现？
至少对于 X Games 而言， 一切确实
如此。

相比之下， 奥运会始终维持着自
己的底线。 无论 X Games 的影响力
如何巨大， 又是如何在冬奥会上刻上
属 于 自 己 的 烙 印 ， “ Gap Jump”
（跳过雪坑） 项目短期内无望成为又
一个极限运动与奥运会的交集。 与强
调姿态美的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或是展现创造力的单板滑雪 U 型池
不同 ， 血腥而又直接的感官刺激是
“ 跳 过 雪 坑 ” 这 项 运 动 的 唯 一 内
涵———选手从一座雪峰飞向另一座雪
峰， 动作失败的后果是撞在雪墙上，
坠落至双峰间的深深雪坑中。 虽然已
有不少人向国际奥委会推荐过这项颇
受极限粉丝欢迎的运动， 但奥林匹克
世界明确表达了拒绝。 这或许正是奥
运会的底线。

（本报平昌 2 月 12 日专电）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谢笑添

学生乒乓球冬令营落幕
本报讯 2018年上海市学生乒乓球

训练基地乒乓冬令营日前落幕。
本次冬令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

办，上海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上海市中学

生体育协会、华东理工大学承办，上海明

势体育发展有限公司、9运动协办。 在上

海市小学体育兴趣化、 初中体育多样化

的政策指导下， 冬令营将乒乓球专项技

能与“SHEFT”体适能锻炼相结合 ，让学

生既能获得专项化指导， 也能了解和掌

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培养独立锻炼

的能力， 为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打

好基础。
曾培养出众多乒乓球名将的华东理

工大学， 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乒乓球运动

队，也拥有最专业的教练和运动员。华东

理工大学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跃

介绍， 此次冬令营在华东理工两个校区

同时举行，根据参与学生的不同层次，分
为普及和高水平学生运动员两个班，分

别由专业运动员和校队主教练带教，“普
及班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寓教于乐，
高水平班则为了培养更多的乒乓球好苗

子。”除在华理工建立上海市学生乒乓球

训练基地外， 上海市教委还在全市多所

大学开设上海市学生 体 育 项 目 训 练 基

地 ，项目涵盖足 、篮 、排 “三大球 ”和乒 、
羽、网“三小球”，以高校作为龙头，引领

项目在中小学的普及和开展。 （安子）

由于受到雪场大风的影响， 选手们在比赛中频频失误摔倒。 视觉中国

韩朝联队再折一场

万众瞩目的韩朝女子冰球联队12日

迎来了第二场比赛，但很不幸，结果与第

一场没有任何区别。 面对过去四届冬奥

会均打入四强的传统强队瑞典队， 韩朝

联队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以0比8败下阵

来，这个比分与首战瑞士时一模一样。
韩朝联队主教练萨拉·穆雷没有对

阵容做出大动作调整， 两名门将和第一

阵容完全与首战一样，第二、第三、第四

阵容中有个别位置作了上下浮动， 唯一

的新人是朝鲜选手吕颂慧（音译，下同）
顶替了同胞郑素先， 郑素先上一场比赛

名列第二阵容， 并是三位登场朝鲜选手

中出战时间最长者。 而本场对瑞典之战

的三位朝鲜选手出场总时间（25分59秒）
明显不及上一场（32分41秒），其中吕颂

慧仅上场2分33秒，是韩朝联队两场比赛

出场时间最少的球员。
显然， 球队对于阵容的调整对于比

赛结果没有产生多大的帮助。 瑞典队在

开场 4 分钟就获得领先， 首节即获得了

4 比 0 的巨大优势。 韩朝联队唯一的进

步体现在进攻端 ， 球队本场比 赛 共 有

19 次射门， 远好于上一场的 5 次 。 韩

朝联队已经失去了晋级的可能 ， 将 在

14 日 举 行 的 小 组 赛 末 战 迎 战 日 本 队 。
对东道主球队而言， 形势依然严峻。 虽

然日本队也是两连败出局， 但在与瑞典

（1 比 2） 和瑞士 （1 比 3） 的两场比赛

中都与对手形成了均势。
（本报平昌2月12日专电）

中国军团有望突破

“希望我们能让国旗升起。 ”在昨天

的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预赛赛后， 中国

名将蔡雪桐如此展望道。 平昌冬奥会进

入第四比赛日， 中国军团将在单板滑雪

女子U型池与短道速滑女子500米中争

夺奖牌甚至是金牌。
经过12日的预赛， 刘佳宇和蔡雪桐

携手杀入13日举行的女子U型池决赛 。
1992年出生的刘佳宇在温哥华冬奥会首

度参赛就获得第四名， 取得了中国选手

迄今为止在该项目中的最好成绩。 索契

冬奥会仅获第九失意而归后， 刘佳宇将

在平 昌 力 争 实 现 突 破 。 作 为2015年 与

2017年两届世锦赛冠军， 同样三战冬奥

会的蔡雪桐为了能在决赛中取得相对靠

后的出场顺序， 而在预赛中提高难度系

数，排名第六位。刘佳宇和蔡雪桐的对手

实力强劲，其中美籍韩裔选手克洛伊·金

在预赛中拿到95.50的全场最高分。
在过去四届冬奥会上， 中国短道速

滑队已在女子500米上取得四连冠。2002
年， 杨扬在盐湖城为中国赢得冬奥会首

金；2006年都灵、2010年温哥华， 王濛实

现了该项目的卫冕；2014年索契冬奥会

上，李坚柔揽获金牌。 在平昌，中国队将

力争该项目五连冠。而今，承载着这一希

望的是24岁的范可新, 在过去三届世锦

赛上她成就了三连冠。从预赛来看，范可

新的状态值得期待。半决赛中，范可新将

与韩雨桐同场作战， 曲春雨则将面对韩

国名将崔敏静， 后者在预赛中就打破了

奥运纪录。女子500米是韩国队唯一没拿

过奥运会冠军的短道速滑项目， 此番主

场作战必将全力以赴。 范可新要想实现

中国队五连冠的辉煌，有希望也有挑战。

北京时间
10点 单板滑雪
女子U型池决赛

14点 高山滑雪
男子全能回转决赛

19点05分 冰壶混双决赛
加拿大vs瑞士

20点09分 短道速滑
女子500米决赛

今日看点

■本报记者 吴雨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