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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冬会让中国冰雪运动看到更多希望一金二银一铜，这是中国代表团在

刚刚落幕的第 29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

动会上取得的成绩。虽然成绩较往届有

所下滑，但非体育类院校大学生的比例

继续提升， 输送的高校范围进一步扩

大，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冬季运动在中国

普通高校的普及与发展。 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即将到来的大背景下，这种变

化振奋人心，也将激励更多高校继续开

展原本冷门的冰雪运动。

哈尔滨体育学院院长朱志强坦言，

在青少年体质连续下滑、电子化生活方

式弊端日益显露的当下，高校更应看到

冰雪运动深入开展对培养身体素质、精

神品质均优秀的国之栋梁所能发挥的

作用，“北京冬奥会即将举行，将让中国

冰雪运动发展迎来一次爆发，高校在其

中应发挥引领作用。 ”

更多非体育类院校学生参赛

中国代表团 84 名运动员中，38 人

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 比例看似很高，

实则是自 2005 年由教育部组团参加大

冬会以来， 哈体院学生占比最低的一

届。 朱志强介绍说，作为最主要的人才

输送单位，高峰时期，大冬会中国代表

团有七八成选手来自哈体院，但此番比

例降至一半以下，“伴随着冬季项目在

全国各院校发展，越来越多非体育类院

校大学生出现在代表团阵容里。 ”

参加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比赛的

高智乾来自北京联合大学。 虽出生于

“滑雪之乡”吉林省通化市，但在上大学

前，高智乾的人生同滑雪并无交集。 “幸

运的是，我们学校有滑雪社团和非常喜

爱滑雪的老师，良好的环境加上自己的

兴趣，让我很快喜爱上了这项运动。 ”高

智乾说， 在多所高校社团的努力下，北

京高校滑雪联盟已成立，这让更多普通

学生有了走近这项运动的可能，“现在

全国有五六十所高校开展了这一运动，

与我水平相仿的普通大学生有几十人。

对于单个项目来说，这个数字已经不错

了， 不过相比于全国 3000 多万大学生

的基数，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

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韩雪容一直

把滑雪作为业余爱好，上大学前从未想

过能参加国际大赛，但这一次她以高山

滑雪女子大回转选手的身份圆梦大冬

会。同样见证了冰雪运动在中国高校快

速发展的还有中国代表团高山滑雪队

领队、东北大学教师逯明智，“学校刚开

滑雪课时， 我一个人每周带八个班，现

在已有三个老师每周带 24 个班， 课程

还供不应求。 这种变化足以证明，看似

小众的冰雪运动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

冬季运动基础大项人才涌现

大学生运动员的表现，让逯明智对

中国高山滑雪项目的未来发展有了更

多信心。 他表示，高山滑雪是冬季运动

的基础大项，而中国队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每届冬奥会都只能依靠国际滑雪联

合会的配额来参赛，“这两三年来，全国

大学生选手的水平普遍提高，以前是东

北赛区水平高，现在华北赛区尤其是北

京学生进步很快。本届大冬会我们能将

名次提高到 60 名左右 ， 令人非常激

动。 ”更让逯明智兴奋的是，一批具备天

赋的年轻小将已涌现，“近年来，全国大

学生滑雪挑战赛也允许中小学生参赛，

在 13 至 18 岁年龄段中，有些小选手进

步神速，如果发展顺利，将来了不得。 ”

同样在大冬会上看到希望的还有

冬奥会冠军王濛，此番她以主教练的身

份率中国短道速滑队出征大冬会。这支

成立不足一年的队伍以跨界跨项运动

员为主，在韩国、俄罗斯等劲敌都派出

强阵参赛的情况下，能拿到一枚宝贵的

金牌实属不易。 “每个运动员都有进步，

这让我感到不虚此行。队里多人来自轮

滑跨项，还有很多是兼项（速滑、短道速

滑），能取得如此成绩令人非常满意。 ”

王濛还透露，队伍在大冬会期间的表现

已引起了其他队伍的注意，不少国外教

练都在询问这支“陌生队伍”的情况。

第 29 届世界大冬会虽已落幕 ，但

中国代表团所发生的变化，却让人看到

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另一个开端。

上港遭遇赛季首败

亚冠客场0比1不敌蔚山现代

虽然已是 3 月， 但韩国蔚山夜晚

的气温一直徘徊在零摄氏度左右，寒

冷的天气似乎也影响到了上港球员的

发挥。在今晚进行的亚冠联赛小组赛次

轮较量中，上港队客场 0比 1不敌蔚山

现代，遭遇赛季首败，而导致球队没能

在客场带回分数的最主要原因是球队

进攻体系没能在比赛中正常运转。

“去年我们在这里输给了上海上

港队， 所以这场比赛大家都想着必须

击败对手，我们做到了。”赛后，蔚山现

代主帅金度勋的脸上堆满笑容。 他在

本场比赛中的策略相当成功， 当两队

在寒冷的天气中闷战了 56 分钟后，金

度勋果断换上了外援内甘， 技术和身

体均较为出色的后者立即打破了场上

原有的均势，短短 10 分钟内，他连续

两次在上港队门前制造危机， 并在第

66 分钟用一次头球攻门打破僵局。

对于落败的结果， 上港主帅佩雷

拉心有不甘， 他表示平局对双方来说

可能才是更公平的结果，“对方有过一

两次比较不错的得分机会， 并且打入

了一球， 我们也在比赛中创造了一两

次绝佳机会，但没能完成破门。我对球

队的表现满意，大家都非常努力。足球

有时候就是这样。 ”

佩雷拉并没有责怪球员， 但球队

没能在客场拿分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球

队的进攻体系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尤

其是队长兼进攻核心胡尔克不在状

态。 比赛开始后， 胡尔克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几乎成了上港队的进攻终结

者 ， 屡次低级失误让球队进攻组织

运转得非常生涩 。 面对蔚山现代队

非常强硬的防守 ， 仅凭奥斯卡一人

显然无法打开局面 。 另两名外援埃

尔克森和艾哈迈多夫也不在最佳水

准。

此外， 佩雷拉本赛季开始使用的

343 新阵， 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球队的进攻发挥。而当第 73 分钟和

第 74 分钟接连换上李圣龙和张一，球

队将阵型变为 433 之后， 上港终于在

进攻端打开局面， 接连创造了两次非

常好的得分机会。“我认为球队能在两

套阵型间轻松切换是一件好事， 将来

我不会程式化地去安排球队的阵型和

战术， 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作出调

整。 ”佩雷拉表示，虽然没能在今晚拿

到分数， 但上港队依然拥有小组出线

的实力。从纸面实力来看，上港的确拥

有晋级淘汰赛的资本， 但先决问题是

让胡尔克重新找回正常状态， 如果巴

西人还像今晚那样踢球， 上港队在亚

冠的前景堪忧。

值得一提的是， 本轮亚冠四支中

超代表无一胜绩。 除上港不敌蔚山现

代外，广州恒大在 12 日同样兵败韩国

客场，以 1 比 3 输给了“平民球队”大

邱 FC。而两场“中日对决”均以平局告

终： 山东鲁能在 0 比 2 落后的不利情

况下， 依靠佩莱的出色表现以 2 比 2

逼平鹿岛鹿角； 北京国安则在今晚 0

比 0 战平浦和红钻， 国安整场比赛占

尽优势，轰出 20 余次射门，却始终无

法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本报蔚山 3 月 13 日专电）

中日拳王争霸本月打响

本报讯 已举办了三届的中日拳

王争霸赛即将迎来史上阵容最强的一

次。 本月 30 日， “牛栏山·第四届中

日拳王争霸赛” 将于上海市普陀体育

馆举行， 中日双方将各派五位拳手进

行一对一较量， 最终以团体总分决出

优胜方。 赛事将在多家互联网平台全

程直播， 央视体育频道 （CCTV5） 将

进行录播。

一年前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三届

赛事中， 中国队连败五场遭遇惨痛失

利 。 今年 ， 代表中国出战的 M23 战

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应战 。 届时 ， 现

WBC 世界银腰带持有者乌兰将在当

晚的主赛中与日本新星山内涼太争夺

空缺的 WBA 蝇量级国际金腰带， 胜

者将进入 WBA 蝇量级世界前 15， 获

得 WBA 世界拳王金腰带挑战资格 。

赛前， 不久前荣膺 WBA 羽量级世界

拳王的 M23 战队拳手徐灿将在比赛

现场正式获颁 WBA 世界拳王金腰

带， 其首次卫冕战对手也将在赛事期

间敲定。 （谢笑添）

AFL常规赛上海站开票

本报讯 作为澳洲第一运动， 澳

式橄榄球联盟 （AFL） 每年吸引着近

600 万人到现场观赛。 作为 AFL 在北

半球唯一的 “海外分赛场”， 已连续

两年举办的 AFL 常规积分赛上海站

将于 6 月 2 日再度于江湾体育场拉开

帷幕， 届时将由阿德莱德港俱乐部与

墨尔本圣基尔达俱乐部展开对决。 阿

德莱德港俱乐部已连续第三年出战上

海站赛事， 另一支参赛队圣基尔达俱

乐部则是首次来到申城。

比赛当天， 江湾体育场周边将开

设球迷活动区和互动区， 让现场观众

在观赛之余还能够体验到原汁原味的

澳洲文化 。 目前赛事已开启购票窗

口 ， 登 录 官 方 票 务 网 站 久 票 网

（www.jusstickets.com） 或拨打 962123

即可购买。 （谢笑添）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CBA“辽粤争霸”背后暗流涌动
史上最漫长的常规赛赛季落下帷幕

46 轮对决，产生 12 支季后赛球队，

2018-19 赛季 CBA 常规赛终在昨夜画

上句点，季后赛名额之争的最后悬念也

随着上海队的获胜晋级而揭晓。

在中国篮球顶级联赛的历史上，还

从未有过如此漫长的常规赛之旅，而这

或许也是历史时刻涌现得最为频繁的

一个赛季———球迷们先后见证了易建

联与刘炜得分破万，目睹了哈德森荣膺

CBA 史上首位“万分外援”；历史总篮板

球数、总三分球命中数的纪录同样在本

赛季易主，两位历史缔造者易建联与哈

德森，恰好各自归属如今联赛中最炙手

可热的两股势力：广东与辽宁。

周琦逼迫广东放手一搏

常规赛多数时间里，广东男篮一直

是领头羊，一如既往的稳定表现让曾被

认为早已迟暮的昔日王者以头号种子

身份进入季后赛。 然而，在几乎所有总

冠军预测中 ， 外界最看好的始终是辽

宁，至少在韩德君意外受伤 、广东引进

比斯利与布鲁克斯之前，确实如此。

一年前问鼎 CBA 后， 曾一次次折

戟总决赛的辽宁队已卸下内心沉重的

包袱。 常规赛伊始，辽篮一度因先后遭

上海与北控爆冷而陷入质疑，但在打出

荡气回肠的 25 连胜后， 此前的些许挫

折就不足为道了。 在哈德森表现略有下

滑的情况下，郭艾伦打出了不亚于去年

丁彦雨航在常规赛里的超高水准表现。

在外援当道的时下，这位曾被认为天赋

平平的国字号后卫屡屡在末节关键时

刻承担起攻坚重任。 本土球员中场均助

攻位居榜首 、 场均得分仅次于另一位

MVP 热门人选王哲林，一年一蜕变的郭

艾伦书写着打动人心的“灰姑娘童话”，

但他并非辽宁被看好的唯一原因。 相较

于在常规赛前半段使用两位外援后卫

的广东，卫冕冠军辽宁队在五个位置均

有着不俗的即战力与阵容厚度。

但在辽宁未来将与周琦签约的传

闻被曝光后，“辽宁稍强、 广东稍弱”的

局面被瞬间扭转。 除了内线护筐，辽宁

几乎已找不出任何短板，这恰恰是周琦

最大的价值所在。 更何况在 CBA 层面，

“大魔王” 还拥有着内线球员中顶级的

终结能力与策应技巧。 一时间，外界已

认定， 倘若周琦能在下赛季加盟辽宁，

其余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争

冠无望，广东队是最受打击的那支队。

任何体育明星都难逃时间的消磨，

对于这一点， 广东队显然体会更深，毕

竟他们曾是没有对手的王者之师，毕竟

如今属于易建联的巅峰岁月已不多，而

广东队上一次夺冠还要追溯到六年前。

替换水土不服的德莱尼，先后签约比斯

利、 布鲁克斯这两位有着 NBA 主要轮

换球员实力的顶级外援，广东男篮历史

上最豪华的外援组合就此诞生，而就在

一年前，粤军还被认为是最不善选择外

援的球队之一。 广东队的大手笔不止于

此，考虑球队在季后赛依然有更换外援

的名额，本赛季表现备受好评的威姆斯

在比斯利、 布鲁克斯加盟后并未离队，

一来为球队提供了更丰富的战术选择，

二来倘若两位大牌外援出现伤病，重新

起用威姆斯的球队就不必再经历磨合。

可以说， 广东队在外援方面的大手笔，

是被周琦逼出来的放手一搏。

而对于辽宁男篮而言，却遭遇了意

料不到的噩梦。 本赛季，球队沿用了去

年的夺冠班底，其中多数球员都已随队

征战多年。 赢家不必求变，这自然无错，

但有时意外之变并不由人———第 42

轮， 在一场强强对话中战胜广厦后，辽

宁队主力中锋韩德君掌骨骨折，宣告赛

季报销。 在周琦本赛季加盟无望的情况

下，韩德君的空缺难以填补 ，辽宁队也

在随后遭遇三连败———持续了整个常

规赛的辽粤争霸，在最后时刻呈现出了

极为戏剧化的发展态势。

季后赛席位之争剧情曲折

按照开赛前外界的看法，这本该是

一个三足鼎立的赛季，但去年联赛亚军

浙江广厦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

辜负了厚望。 八连胜开局，前 18 轮仅负

两场，与辽宁一样保留了上赛季原班人

马的广厦在联赛后半段急转直下，一路

跌出前四。 在从严治军的李春江的调教

下，这支年轻球队曾展现出无与伦比的

潜力，如今看来却满目疮痍———外援组

合效率低下， 赵岩昊成长未达预期，唯

有本土内线胡金秋的表现令人满意。 只

不过，纵然场均得分接近 20 分，这位年

轻内线的定位始终只是球场终结者，无

法掌控球权或在关键时刻攻坚的他，对

于比赛的影响力远不如数据那般耀眼。

代替广厦成为第二集团领军者的，

是天赋异禀却经历了一系列混乱的新

疆队。 而赛季伊始就失去了内线支柱萨

林杰的深圳队，则令人意外地与新疆队

战绩持平，仅以小分劣势落后。 萨林杰

伤退打乱了深圳赛季前的部署，无奈之

下这支年轻的球队使用双外援后场组

合，却阴差阳错地迎来丰收。 伯顿与拜

克斯配合高效且互补，尽管在一定程度

上压缩了本土得分手顾全的空间，却也

意外促成了沈梓捷的成长。 过去因李慕

豪与萨林杰的存在，这位身体天赋极佳

的年轻内线机会寥寥 ， 本赛季被扶正

后，他在与李慕豪的竞争中以更高的效

率打出了更出彩的数据。

尽管看来前景相差甚远，但第四位

的深圳与第六位的广厦战绩也不过只

差了两个胜场，两队之间还夹着老牌劲

旅北京。 在联赛前四直接晋级季后赛第

二轮的情况下，相较于北京、广厦，新疆

与深圳的优势在于多了近十天的休整

时间，也避免了球员在首轮比赛中受伤

的风险，但消极的一面则在于久疏战阵

可能造成的不适应。

从第七位的福建到最终无缘季后

赛的广州，“七队选六”的季后赛名额之

争成了“辽粤争霸 ”外本赛季最富戏剧

性的看点，格局在一轮比赛后就重新洗

牌的戏码在常规赛末段一再上演。 季后

赛扩军的政策福利，让浙江、吉林、上海

等队不必过早结束赛季，这些看似实力

不上不下的队伍在季后赛中却未必只

是看客。 尤其是“青年近卫军”吉林，成

为本赛季赢过所有联赛前六的“巨人杀

手”，而吉林上赛季仅胜八场，休赛期也

未作出大手笔交易，却因为姜宇星等多

位一度无法在顶级联赛立足的本土球

员崛起，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跨越。

有人崛起，亦有人沉沦。 从宁波搬

迁至南昌的八一队依然未能逃脱战绩

难堪的命运，对于这支已无力吸引优质

本土球员又无法拥有外援的球队，一切

尚在预料之中。 相比之下，北控与四川

更令人扼腕。 诚然，川军三外援夺冠的

辉煌已成为历史，当年冠军班底中的本

土球员也只剩下了 37 岁的孟达， 但倒

数第四的排位实在与外界预期相去甚

远。 同样百废待兴的还有本赛季遭八一

队“四杀”的北控，正如球队主教练张德

贵所总结的那样 ，这是一支 “本土球员

不稳定、外援发挥不力”的球队。 既无青

训基础，阵容又无亮点 ，在北控身上几

乎看不到任何关于未来的希望。在 CBA

联赛球员流通依旧不畅的今日，这又何

尝不是同曦、天津 、青岛等其他鱼腩球

队的命运？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曾与滑雪并无交集的高智乾亮相大冬会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比赛。 新华社发

昏昏欲睡的喜讯
结果事关生死， 过程却令人昏昏

欲睡。 昨夜源深体育馆的看台上， 密

密麻麻地挤满了前来见证 CBA 常规

赛末轮沪闽之战的球迷， 但大战当前

的紧张气氛在比赛一开始就土崩瓦解。

对于早已锁定常规赛第七的福建队而

言 ， 这不过是打卡上班的例行公事 ，

就连主教练朱世龙也早早放话， 称每

个人都有上场机会。 而另一边的上海

队则需要一场胜利来确保排名压过广

州队， 晋级季后赛。

结局情理之中， 过程却相当离奇。

球迷们或许可以理解朱世龙给足边缘

球员上场机会的用心， 但客队随处可

见却又形同虚设的 “形式主义包夹”、

内线球员漫不经心的补防， 令场面一

再陷入尴尬 。 首节还剩不到 2 分钟 ，

上海队一次偶然失误， 给了福建外援

尼科尔森一个无人防守的扣篮机会 。

这记扣篮让他成为此役继王哲林后第

二位得分的福建球员， 沉寂了许久的

源深体育馆内甚至响起了一阵掌声 。

到第三节时， 场上分差已突破 40 分。

该节最后一次进攻， 双方已尽遣替补。

在上海男篮主场 124 比 89 大胜对手锁

定季后赛的情况下， 已无人关心另一

片球场里， 广州队与吉林队正上演着

同样剧情。

福建队单外援作战是因为后卫杰

特技术犯规满四次停赛， 而同样锁定

季后赛席位的吉林队则索性安排核心

兰佩轮休， 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

全华班 。 136 比 108 的大胜让广州队

的战绩追平了上海队， 但小分的微弱

差距却使前者只能与季后赛作别。

克制的喜悦， 或许是对上海男篮

更衣室赛后气氛最妥帖的描述。 对于

这支常规赛中经历了多次伤病潮、 一

度八连败的球队而言， 搭上末班车的

结果最多只能算得上庆幸。 “如果没

有那么多意外， 季后赛本来不会有任

何问题。 到了今天， 大家心里的石头

才算落地 。” 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个赛

季， 上海男篮主教练李秋平用 “熬过

来” 予以总结。 在这场一边倒的比赛

里， 似乎出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团队篮

球。 但如今摆在李秋平面前的问题是，

即将于本周六开打的季后赛首轮， 面

对不同的对手北京， 以上所有这一切

是否还能延续。

体坛感言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季后赛的高强度对抗对于 39 岁的斯科拉 （左） 将是不小的考验。 Ospo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