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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野滑雪今天险些迎来巨大的

突破。在男子个人短距离 （自由技术）

项目中，老将王强一举闯入1/4决赛，打

平了队史最佳成绩。他甚至本有机会冲

入半决赛，在1/4决赛第4小组比赛中，

王强在最后300米发起绝地反击，一举

超越了三名对手，以本组第2名冲线。

但因为在冲刺阶段与挪威对手发生身体

接触，赛后王强被裁定为犯规而被取消

成绩。

王强今天的表现绝对惊艳，他在资

格赛中滑出2分48秒91，在出场的88

名选手中高居第5位。而在两个多小时

后举行的1/4决赛里，王强再次滑出2

分49秒64，如果不是被判犯规的话，

这一成绩不仅是本组第2位，也是1/4

决赛所有16名选手中的第2位。

尽管王强最终被判犯规，但他的表现

会给全队带来很大的信心，力争在随后的

项目中有所作为。中国越野滑雪近年来

取得巨大的进步，在本次北京冬奥会

中，中国越野滑雪队在参赛人数和参赛

项目数方面均创造了历史新高，实现了

全项目参赛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止如

此，中国越野滑雪健儿将向一切不可能

发起冲击。”作为越野滑雪国家队的科研

总监，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黎涌明教授

有幸见证了队伍的进步，他认为正是科技

助力为越野滑雪队带来了显著的进步。

在上海体育学院，黎涌明的主要研

究方向是人体运动的动作和能量代谢。

担任中国越野滑雪队科研总监以来，他

将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科研与训练融合、

科学化训练的教育、负荷监控等方向

上。“科学化训练的前提是量化。训科

医团队日常工作需要处理生理学、心理

学、生物力学等70多项负荷指标。科

研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测和分析

运动员的这些指标，并以可视化的方式

将分析结果及时递付给教练员和运动

员，为教练员优化训练计划提供参考，

帮助运动员强化自身长处，弥补短

板。”黎涌明表示，在日常训练中，有

些负荷指标是教练肉眼看不见的，科研

人员需要借助特定的仪器设备，帮助教

练员识别运动员在体能、技术和战术方

面的细微变化。

说到这里，黎涌明举了一个例子，

“在越野滑雪训练和比赛中，运动员会根

据不同坡度和速度自主选择一种最节省

能量的技术类型运动，不同技术的切换

就好像开车时的‘换挡’。由于训练年限

短，一些运动员可能无法第一时间切换

到最佳‘挡位’，导致消耗能量过多。”

黎涌明告诉记者，科研团队借助卫星定

位系统和三维加速度计算来准确识别运

动员实际使用的技术，并对不同运动水

平的运动员的技术使用进行可视化对

比，这大大缩短了运动员技术积累和优

化的过程。

作为一项对气候和场地条件要求极

高的项目，越野滑雪通常无法实现全年

雪上训练。而我国越野滑雪选手已借助

“高科技设备”——室内雪廊和3D滑雪

转盘，实现了全年雪上训练。这些设备

投入运用让运动员们在四年内完成了国

外运动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实现的技

术、经验积累。“在北京冬奥会周期

里，我国很多越野滑雪运动员来自跨项

选才，只有更大程度地借助科技助力才

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黎涌明告诉

本报记者：“我们还通过赴国外与高水

平选手切磋，邀请国外运动员来华陪滑

等方式，最大程度地加速我国运动员的

技术积累。”

不过，专项训练的高密度积累也是

一把双刃剑。运动员在快速提升体能和

技术水平的同时，也面临较高的损伤和

过度训练风险。“这个时候，训练后的

恢复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几

乎用尽了所有办法。”黎涌明说，科研

团队从睡眠、膳食、训练后恢复等多方

面配齐了科研人员和科研设备，确保运

动员在训练后能最大程度地恢复，“这

个过程中采用了众多前沿的设备和手

段，如超低温冷疗、热代谢舱、加压放

松裤、漂浮舱、按摩，等等。此外，科

研人员还会通过定期的生理生化监测，

及时了解运动员的训练状态。我们的目

的是确保运动员安全有效地挑战自己的

极限，挖掘自己的潜能。”

庞大的科研团队、一流的场馆和设

备、科研与训练工作深度融合，这些都

离不开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不断探索

和创新，中国越野滑雪队就是其中的践

行者和受益者，这帮助运动员们在短短

数年内追上国外选手花费十年左右才能

走完的“路程”。对于运动员而言，高科

技助力给了他们在北京冬奥会“弯道超

车”的机会，对于参与科技助力工程的黎

涌明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综合能力

的巨大提升，“家门口的冬奥会，不仅让

更多的运动员有机会去展现天赋、挑战

极限，也让更多的高校科研人员有机会

去转化和应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

成为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科技助力团

队的一员，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本报记者专访中国越野滑雪队科研总监、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黎涌明

“弯道超车”的信念来自强大的科技助力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1分45秒28，22岁的宁忠岩以一

个不尽如人意的成绩结束了奥运首

秀，排名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第七，与

外界的期待有着不小的差距。“我自己

也非常不满意，可以说是没发挥出自

己的正常水平。”今天赛后，宁忠岩显

得非常失落，毕竟这成绩要比他在两

个月前创造的个人最佳成绩1分41秒

386要慢了近4秒，“我觉得主要原因

还是心理压力有点大，首次奥运会，又

是主场作战，这对我的影响有点大。

赛后教练也说了，我今天发挥失常。”

宁忠岩的紧张从他进入场地开始

热身便能看出，表情凝重，动作僵硬。

就在他热身时，获得冠亚军的凯尔 ·内

斯和托马斯 ·克罗尔连续打破奥运纪

录，他们的好成绩显然又给宁忠岩增

添了另一层压力。“当时我没怎么关注

他们的成绩，但是听到了观众的欢呼

声之后，我就明白他俩一定滑得很

好。”宁忠岩赛后表示，除了心态紧张，

自己今天在技术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起速不好，没能做到放手一搏。对这

个成绩我其实不太服气，接下来还有

两项比赛（男子1000米、男子集体出

发），我要好好调整心态，把紧张度压

下来，争取后面发挥得更好一些。”

外界对于宁忠岩的高期待其实并

非没有道理。自从2018年进入国家

队，他在1500米这一项目上的成绩迅

速提升。2019-20赛季，世界杯哈萨

克斯坦努尔苏丹站，宁忠岩以1分44

秒91夺冠；此后的加拿大卡尔加里

站，他以1分43秒262位列次席，这一

成绩当时刷新了他的个人最佳；2020

年2月17日，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国

际滑联世界速度滑冰单项锦标赛中，

宁忠岩以1分42秒333再次刷新个人

最佳，最终排名第四。2021-22赛季，

宁忠岩先是连夺世界杯波兰站亚军和

挪威站冠军，随后在美国盐湖城站中

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以1分41秒

386摘得银牌。

这场比赛的发挥失常固然令人遗

憾，但宁忠岩这个第7名依然改写了

历史。此前中国选手在冬奥会该项目

上的最佳成绩为第18名，由刘龑飞在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获得。

四年前的平昌，中国选手甚至没能获

得参赛资格。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速滑男子1500米名列第7位

宁忠岩不满意首秀表现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一日六战，场场赢得干净利落，从资

格轮到大决赛，没人能阻击埃斯特 ·莱德

茨卡。

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决赛对

阵23岁的奥地利人达尼埃拉 ·乌尔宾，

仅过六个旗门，莱德茨卡已经建立起领

先优势，望尘莫及的对手在倒数第五个

旗门过弯失败，索性放弃了比赛。冲过

终点的莱德茨卡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已

是冠军，直到开开心心拿了银牌的乌尔

宾来到等候区恭喜自己，莱德茨卡才反

应了过来。

“出发前我有点意识到这是决定金

牌的一战，但过了终点线，我突然没那么

确定。我的脑子还沉浸在比赛里，甚至

在想，是不是还要上出发区再比一场。”

从10时40分资格轮开赛，到15时40分

出战大决赛，五个小时里出战六场的比

赛强度确实有些高，不过对这位26岁的

捷克姑娘，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她早就

是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的明星，这

次成功卫冕奥运冠军并不出人意料。

更神奇的是，莱德茨卡是第一位单

届冬奥会上在两个不同大项夺冠的选

手——在平昌，她不仅轻松夺得单板平

行大回转冠军，更是以黑马之姿登顶高

山滑雪超级大回转，实现单板双板通吃

的奇迹。

在上届奥运会前，莱德茨卡已是单

板大回转的明星人物，但在高山滑雪界

却是彻底的“菜鸟”，她的该项目世界排

名只有49位，也从未在高级别的高山滑

雪赛事中赢得过奖牌。可莱德茨卡最

终以0.01秒的最微弱优势击败了卫冕

冠军安娜 ·维斯，不可思议地夺得冠军，

而在比赛里她所穿的滑雪板甚至还是

问美国名将沙夫林借来的。

平昌先战高山滑雪，再战单板滑

雪，间隔了七天；这次恰好相反，先单板

再高山，而且女子超级大回转就将在本

周五举行。“我只有两天时间来转换自

己，但这也很好了。毕竟不是同一天

比，那样我肯定搞不定。我觉得我会很

快转换角色，现在开始我要好好享受双

板了。”莱德茨卡说道。

不断切换项目选手身份，对莱德茨

卡早已不再是问题，那么她的内心更倾

向单板还是高山滑雪呢？“我不会去区

分，双重身份就是我的标签。我喜欢同

时做两件事的感觉，也许今天我在训练

单板，明天就会去参加高山滑雪的比

赛。我喜欢不断切换身份，这听起来很

冲动，但就是我所喜欢的方式。”

（本报崇礼2月8日专电）

身为首位在单届冬奥会上跨大项夺冠的选手，莱德茨卡在北京再次摘金

“我喜欢同时做两件事的感觉”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特派记
者陈海翔）意大利冰壶混双组合创造
了历史，这匹“黑马”一路狂奔，以11

战全胜的成绩实现新王登顶。挪威组

合获得亚军，瑞典队摘得铜牌，英国队

排名第四。

22岁意大利姑娘康斯坦丁尼和

26岁小伙莫萨纳是一对年轻组合，他

们为意大利冰壶队实现了冬奥奖牌零

的突破。舆论认为，他们全攻全守的

打法将引领冰壶新一代的技术潮流。

在8日晚举行的决赛中，意大利

组合对阵挪威“夫妻档”，在第一局先

失两分的不利情况下，连得6分扭转

局势，最终以8比5战胜挪威组合。而

在此前一天对阵瑞典的半决赛中，意

大利组合表现更为神勇，前五局“零

封”对手，迫使瑞典组合在1比8落后

的情况下提前一局就放弃了比赛。

在今日下午举行的铜牌争夺战

中，瑞典队以9比3战胜英国队。至

此，为期一周的冰壶混双比赛全部结

束。男子冰壶循环赛将从9日开赛。

由马秀玥、邹强、王智宇、许静涛四人

组成的中国队首轮将出战瑞典队。

冰壶混双赛落幕

意大利组合全胜夺冠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特派记
者陈海翔）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B组

比赛今晚全部结束。在最后一场比赛

中，瑞典队以3比1击败丹麦队，从而

以6分的积分超越原本排名第三的中

国女冰（5分），与日本队、捷克队携手

晋级八强。

在此前结束的比赛中，连续击败

丹麦、日本的中国女冰原本晋级形势

一片大好，但在7日对阵瑞典队的关

键战中，中国队以1比2输球没能拿到

积分，丧失了晋级主动权。只有瑞典

与丹麦在今晚比赛常规时间内打成平

局，且丹麦队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决战

方式战胜瑞典队，中国队才能晋级，但

最终的结果是瑞典队在一场激烈的大

战后获得了胜利。

对于这个结果，中国女冰上下其

实早有预料。不敌瑞典队之后，球队

主教练布莱恩 ·伊达尔斯基便表示，这

支年轻的队伍在冬奥会任务结束后还

要做很多事情，“在别的国家，很多如

此年轻的球员都是属于发展联盟级别

的球员，所以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挑战

就是要让更多的年轻球员获得提高，

为之后的世锦赛和冬奥会准备。”中国

女冰队长于柏巍表示，很长一段时间

以来，队伍的重心都放在了北京冬奥

会上，“回去后我们会好好分析比赛录

像进行总结，然后继续投入训练。”

中国女冰无缘八强

从2008年到2022年，14年间，

世界、中国、北京，都发生了日新月

异的变化。不少人都亲身体验过“双

奥之城”跨越冬夏的奥林匹克魅力，

但如果都以运动员身份参与两届北京

奥运会呢？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问

题并非假设，而是46岁的巴西人杰

奎琳 · 莫朗亲自书写下的传奇篇章。

“我在北京只有美好的回忆，能

够回来真是太棒了！”在出战越野滑

雪女子短距离 （自由技术） 资格赛，

完成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首秀后，

莫朗说：“再次回到这里，成为历史

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很特别。”

八战奥运创造国家历史

8日下午4时许，越野滑雪女子短

距离（自由技术）资格赛在崇礼国家越

野滑雪中心拉开大幕，总计90名选手

出战比赛。根据规则，每15秒出发一

位选手，而出发顺次大致根据各选手

在国际雪联的积分排名排定。

46岁的莫朗是所有90人中年龄

最大的一位，也是登场的唯一70后选

手。第87位出发的她，最终滑出4分

05秒60，排名第84位。这当然不算是

一个出色的成绩，但莫朗仍为自己感

到无比骄傲，“这不是我最好的成绩，

但我已经付出了一切。今天的一切都

很棒，而我能站在这里，与年轻人们一

起同场竞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这已是莫朗第五次出战冬奥会。

2006年都灵、2010年温哥华、2014

年索契、2018年平昌，直至2022年

北京，她都在越野滑雪赛场留下了自

己的足迹，2014年甚至还兼项了冬

季两项。而莫朗的奥林匹克履历上还

有 三 届 夏 奥 会 ——2004年 雅 典 、

2008年北京以及去年举行的东京奥

运会，这三次她均以山地自行车选手

的身份参加。

正是这次圆梦北京，让杰奎

琳 · 莫朗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八

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4日晚在鸟巢

举行的开幕式上，她正是巴西代表

团的旗手，“我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参

加这次冬奥会，能为国家创造历史总

让人激动万分。在开幕式上举起国

旗，这对我是一份极大的荣耀，我为

此无比自豪”。

“我爱这里，我爱这里的人”

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莫朗

记忆犹新，“北京超美，赛事组织得

很棒，还有一座了不起的奥运村。”

那一次，时年32岁的莫朗参观了久

仰大名的长城，还骑着自己的比赛用

车逛了北京城，“我骑车去训练场，

也去了市场，去了解这座城市。我喜

欢那里的人，每个人都乐于助人。

2008年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莫朗回忆说，在2008年，自己

不是一名非常成熟的运动员，尤其在

心理层面。“那时候我不能在比赛前

接受任何采访，不然就会产生很大的

压力。但今天不同了。也许是因为我

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有了

我所经历的其他一切，现在的我更专

注于自己的表现，可以更好地将能量

聚焦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14年后的又一次北京奥运会，

莫朗与过去的自己不同，而对北京的

时隔14年、跨越冬夏的两届北京奥运会，杰奎琳 ·莫朗都作为运动员亲身体验——

“我在北京只有美好回忆，能回来真棒！”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好感只会增加，“我爱这里。刚抵达北

京时，我看着窗外的北京惊叹，这里的

一切都是那么美！来到崇礼也令我那么

开心，无论是适合比赛的天气，还是这

漂亮的场地。能够回来真的太棒了！”

内心的火焰从未减弱

作为热带国家，巴西几乎无雪可

滑。莫朗与滑雪结缘也是一种缘分。

2005年，移居加拿大的莫朗因为当地

冬季频频发生的暴风雪而无法进行自行

车训练时，决定业余练习滑雪，没想到

却展现出天赋，并获得了都灵冬奥会的

参赛资格，由此成为跨越冬夏的“双

料”运动员。

在莫朗的生活中，冬季运动逐渐占

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因为她感到了一种

责任感，“我希望以我的参赛经历为巴

西冰雪运动留下一份遗产，希望启发更

多巴西人来参与雪上运动。我的参赛是

一种尝试和推动，我相信‘下一次永远

是更好的一次’，过去我总是一个人代

表国家参赛，所以一直很希望能有队友

每天一起聊天一起吃午饭。”莫朗的推

动初见成效，巴西队这次还有一位17

岁的年轻女选手获得参赛资格，而她们

还将携手参加女子团体短距离（传统技

术）比赛。

在东京奥运会后，莫朗已经确定自

己退出了自行车运动生涯，但对于滑雪，

她仍未打算放弃，“我内心那团出战奥运

会的火焰从未减弱。从我15岁成为运

动员起，对奥林匹克的梦想就成为生活

方式。梦想更多，才能收获美好”。

（本报崇礼2月8日专电）

视觉中国46岁的巴西人杰奎琳 · 莫朗在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女子短距离（自由技术）资格赛的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