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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记者徐征)还有
不到 10 天时间，2018 年平昌冬奥会就将开启
大幕。1 月 31 日，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中国体育
代表团揭开面纱：80 余名运动员将肩负祖国
人民的重托，为中国冰雪体育发展再奏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一系列体育改革发
展战略，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指出了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冰雪体育成果辉煌！

竞技运动取得突破

2014 年 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索契冬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语重心长地
说，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在
一些项目上长期保持优势，增光添彩，在冰雪
等一些项目上取得了突破，可喜可贺。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些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
项目上，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
差距。我坚信，只要我们立下雄心壮志，奋起
直追，就一定能够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
国迈进的目标。

中国冰雪人牢记习总书记嘱托，补短板、
强弱项，竞技体育取得快速发展。

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 82
个参赛资格，将参加 5 个大项、12 个分项、55
个小项的比赛。除了继续在花样滑冰、短道速
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上保持优势
外，中国代表团在雪车、女子跳台滑雪、自由
式滑雪 U 型场地、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这几
个项目上均凭借着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
现，获得了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实现了突破，
同时也向着“北京冬奥会全面参赛”的目标走

出了坚实的一步。
大胆改革，跨项选材，跨界选材，中国冰

雪运动过去五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以
雪车为例，所有队员均是跨项进入国家队。
2017 年年初在德国国王湖举办的雪车世锦
赛中，中国雪车姑娘第一次登上顶级赛事的
舞台就挺进决赛，创造历史。

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继续焕发出魅力，
由年轻人担纲的花样滑冰队仍旧竞争力十
足，双人滑搭档隋文静/韩聪被认为是夺冠的
热门之一。金博洋在刚刚结束的四大洲锦标
赛上一举夺得冠军，他将同羽生结弦、费尔南
德兹等世界名将们在冰场上为了冬奥会的金
牌荣耀而战。

作为中国冰雪军团的王牌之师短道速滑
队曾带给国人无限的惊喜。在平昌的赛场上，
除了奥运冠军周洋率领的女队之外，男子项
目中的武大靖在本赛季表现抢眼，连续第 2
年将 500 米的年终总冠军收入囊中。平昌冬
奥会上，武大靖极有希望将四年前索契冬奥
会的银牌镀成金色。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为数不多拿
到平昌冬奥会满额参赛资格的雪上项目，拥有
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等名将的中国队已形
成集团优势。平昌冬奥会是单板滑雪 U 型场
地的名将刘佳宇的第三次冬奥征程，从温哥华
第 4 到索契滑落至第 9，她希望能在平昌让冠
军梦想照进现实，她的杀手锏转体三周在世界
上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选手能够做出。

冬奥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第二十四届冬奥会举办权，将创造同一座城
市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历史。中国又一
次肩负起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国担当。同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作出绿色办奥、共
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重要指示，为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指明方向。

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是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
诺！北京冬奥会筹办也在按计划稳步推进：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
徽“飞跃”正式发布；市场开发计划已经启动；
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总体规划已经确定，延
庆赛区的高山滑雪中心、张家口赛区的越野
滑雪中心都已经开工建设；京张高铁、延崇高
速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顺利……
实际上，在筹办的过程中，北京冬奥会的

许多场馆已经开始承办世界大型赛事。2017
年 12 月，张家口祟礼的云顶滑雪场就举办了
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这
两项世界杯赛均是在 2022 年冬奥会的比赛
场地上进行的，参赛的世界各国、各地区运动
员都对赛场赞不绝口。获得 2014 年索契冬奥
会银牌的日本选手平野步梦表示，云顶赛场
条件非常出色，希望能够在 2022 年有机会再
来到这里。

北京冬奥会在筹办过程中，注重可持续
发展。北京冬奥会将大量使用 2008 年夏季奥
运会时的体育场馆，来进行适合冬季运动的
改造。在北京赛区，主要的场馆都是 2008 年
夏季奥运会的场馆，包括“鸟巢”作为开闭幕
式的场馆，“水立方”作为冰壶场馆，国家体育
馆和五棵松体育馆作为冰球的比赛场馆，首
都体育馆作为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场
馆。2008 年的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在
2022 年将再次发挥作用。“可以说，北京的这
些做法，真正把北京既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即
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特点，从可持续的角度
做了很好的阐释和验证。”北京冬奥组委新闻
宣传部长常宇说。

北京冬奥会扎实的筹办进程得到国际奥
委会的赞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号召国际
奥委会委员“有机会一定要去北京看看”，国
际奥委会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也
认为，北京冬奥组委筹备工作取得巨大进展，
他们对北京冬奥会筹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大
加赞扬，认为中国政府在冬奥会筹办期间坚
持践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北京冬奥组委
不仅充分利用了 2008 年奥运会的场馆遗产，
而且也把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方案纳入了不
同的项目中，这些成就将使北京、河北、天津
甚至中国更多地区长期受益。

参与冰雪运动渐成时尚

在北京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后，中华
大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大众参与冰雪运动
热情积极高涨，假期滑雪滑冰去成为一种时
尚。借助北京冬奥会所拉动的“冰雪热”，冰雪
运动正在把“北冰南展西扩”落到实处，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正在成为现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16 年，国家体育
总局印发了《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2016-2022)》(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
到 2022 年，全国滑冰馆数量不少于 650 座，
滑雪场数量达到 800 座。而数量的增加，更多
的是来自以往冰雪运动非常少见的“南方”。
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滑联理事杨扬在上海

开设的飞扬冰上运动中心稳定拥有数百名
会员，几年来整个冰场一直处于饱和状态。
而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浙江临安大明山
滑雪场早在 2010 年就已经建设投入使用
了。

已建成 3 个高山滑雪场、每日可接待
2 万人次的“中国凉都”贵州省六盘水市发
出了“滑雪何必去北国 雪上飞舞到凉都”
的豪言。在山城重庆，丰都南天湖滑雪场
2018 年 1 月 15 日正式开园，一期日均接
待能力就超过了 3000 人，是重庆最大的专
业滑雪场，据了解，另外一个同样规模的滑
雪场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在湖南，
陕西、四川……一批室内外冰雪运动场馆
都在相继建成。

青海的岗什卡雪峰海拔 5254 . 5 米，
有“盛夏滑雪登山乐园”的美誉，是一块夏
天都能“任性”滑雪的乐园。在新疆的阿尔
泰山野雪公园，直升机滑雪、雪地摩托车等
更加惊险刺激的项目已经全面开放。2016
年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新疆举行，
则更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全国冬运会首
次走出东北，来到西北新疆，是“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战略决策的重要实践。

在素有滑雪传统的东北，冰雪运动旅
游在不断地刷新纪录。2017 年的最后一
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迎客超过 5 万人，由
国家体育总局和黑龙江省政府联合主办的
黑龙江“赏冰乐雪”活动跨度近 200 天，共
有 760 余项活动，其中包括了俄罗斯职业
冰球超级联赛、冰上曲棍球世锦赛、国际雪
联中国城市越野滑雪积分大奖赛等世界高
水平的赛事。

在拥有 30 余家滑雪场的吉林省，冬天
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1 日，吉林市雾凇
岛接待游客 2 9 . 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 . 5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 4500 万
元。逐渐升温的冰雪旅游产业，让当地居民
变“猫冬”为“忙冬”。

冰雪人口基础的夯实也将带动冰雪产
业的快速增长。在由腾讯体育联合易观发
布的《2018 中国冰雪产业白皮书》中指出，
中国的冰雪产业正处在快速启动期，2017
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达 3976 亿元。预计中
国冰雪产业在未来 3 年仍将维持增长状
态，2020 年总体规模将完成 6000 亿元的
目标，最终达成 2025 年 1 万亿元的目标。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大好河山·激情张
家口、鸟巢欢乐冰雪季、吉林雾凇冰雪节、
查干湖冬捕等一系列国内冰雪活动已经形
成了品牌效应，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在
这个冬天，北京鸟巢欢乐冰雪季首天试营
业就迎来了超过 7000 名游客。

据《2018 中国冰雪产业白皮书》显示，
2016-2017 雪季中国参与冰雪的用户达到
了 1 . 7 亿人次。而《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显示，2016 年中国滑雪人次达 1510 万，在
过去两年的增长均超 20%。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
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时中国向国际
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四年后，世界将见证
并共享北京冬奥会的精彩、非凡、卓越！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记者周凯、王君
宝、王春燕)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31 日
下午在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成立，82 名中国健儿
将参加平昌冬奥会 5 个大项、12 个分项、55 个
小项的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冰壶等 14 支运动队，82 名运动员中冰上项目
和雪上项目各 41 人，男运动员 36 人，女运动员
46 人。

与索契冬奥会相比，中国代表团在扩大参
赛项目上实现了较大突破，参赛项目为历届冬
奥会最多。我国首次在 1 个大项、2 个分项、10
个小项上获得参赛资格。1 个大项即雪车；2 个

分项即雪车、钢架雪车；10 个小项即速度滑
冰男子集体出发、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混
合冰壶、自由式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自
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单板滑雪女子
平行大回转、跳台滑雪女子标准台、男子四人
雪车、男子双人雪车、男子钢架雪车。

国家雪车队运动员邵奕俊在代表运动员
发言时说：“中国雪车队是 2015 年北京申办
冬奥会成功后组建的，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训
练和奋勇拼搏，在冬奥会资格赛的最后一刻，
我们拿到了足够的积分，获得了两组男子双
人雪车、一组男子四人雪车的参赛资格。那一
刻，我们全队紧紧拥抱在一起，所有的泪水和

汗水都是值得的。”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是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本届冬奥会，处
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冬季运动更多地由经过磨
砺的年轻选手挑起大梁。中国短道速滑队依
然是“王牌之师”，由索契冬奥会银牌得主武
大靖、范可新以及两届奥运冠军周洋领衔。花
样滑冰双人滑韩聪/隋文静组合，男子单人滑
金博洋以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徐梦桃、
贾宗洋、齐广璞，都有望在平昌争金夺银。速
度滑冰、单板滑雪等项目也具备冲击奖牌的
实力。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

长苟仲文在成立大会上表示，即将开赛的平
昌冬奥会是备战北京冬奥会的阶段性“大
考”，是发展和提高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的
重要一环，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第 23 届冬季奥运会将于 201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在韩国平昌举行。这是韩国第一次
举办冬奥会，也是自 1988 年举办汉城夏季奥
运会后，时隔 30 年奥运会再次来到韩国。平
昌冬奥会将举办 15 大项、102 小项的赛事，
冬奥历史上金牌总数首次超过 100 枚。该届
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以及大部分的雪上运动将
在平昌进行，所有冰上运动在江陵举行，高山
滑雪滑降比赛在旌善进行。

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成立，参赛项目为历届最多

▲这是 2016 年 12 月 10 日，中国选手武大靖在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上海站）男
子 500 米决赛中冲过终点。武大靖以 40 秒 618 的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同筑冰雪强国梦
写在中国冬奥健儿出征前夕

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31 日誓师。这
是中国参加冬奥会以来承载着最厚重期望的代
表团。他们将以怎样的成绩和姿态为北京冬奥
会吹响号角受到世界瞩目。

这一代中国冰雪健儿幸运地身处这个时代。
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
冬奥会举办权，冬季项目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历史机遇。过去两年多，冬季项目得到的人、财、
物等各方面保障数倍于过去，成为中国竞技体育
新的发力点。中国冰雪人也抓住机遇，在设施建
设、队伍组建、人才选拔、教练引进、对外交流、体
制机制改革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从索契周期只开展了三分之一的冬奥小项，
到平昌冬奥会 102 个小项全部建成国家队；单板
滑雪平行大回转、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女子跳

台滑雪、雪车等项目在低起点甚至零起点上取
得历史性突破，第一次进军冬奥会，这都是“恶
补短板”的直接成果，体现了一种良好的势头。

作为东道主，中国军团要在北京冬奥会
上实现“参赛出彩”，平昌是一个基础和前哨。

然而，中国冰雪运动欠账太多、底子太薄，不
可能春风一到就遍地花开。事实上，平昌将是
中国冰雪军团在近十年内面临的最艰难一
仗。这个艰难，一是指重点项目面临重重挑
战，成绩难有突破，二是指与外界和大众对下
届东道主的期待值有差距。

这就要求从运动员到官员到大众，都正
视客观现状，以平和心态对待金牌、奖牌。勇
夺金牌者是为英雄，但又不惟金牌论英雄，
已经是被普遍认可的竞技体育价值观。具体

到中国冬季项目，不惟金牌更是一种从理性
出发的宽容和对体育规律的尊重。

按传统理念，冰雪运动受自然条件制约
较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出山海关”是
中国冰雪运动的真实写照。运动员大多集中
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选材面和人才储备捉
襟见肘。而东北老工业基地自上世纪 90 年
代起长达 20 年的转型困境直接影响到了中
国冬季项目发展的经济和人文基础。

中国东北气候比同纬度更寒冷，加上过去
训练保障条件有限，几十年来，中国冰雪人在常
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甚至恶劣条件下顽强拼搏，
逐步实现从参加冬奥会到获得奖牌、赢得金牌
的突破，涌现了叶乔波、杨扬、申雪、赵宏博等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运动员，以及以姚滨为代表

的一批功勋教练。更多砥砺前行而未功成名就
的冰雪人，留下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

这是中国冰雪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他们赖以创业和立身的基石。新一代冰雪
健儿理应继承前辈们的精神，无所畏惧地迎
接挑战，在平昌展示出中国冰雪运动奋发向
上的志气和士气。

厚积方能薄发。借助冬奥会契机，发挥精
英运动员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大众兴趣，才
能助推冰雪运动真正走出山海关，实现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愿，从而为中国冰雪竞
技水平的飞跃奠定厚实基础、注入强劲动力。

这也是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筹办好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沈楠)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不惟金牌 不畏挑战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记者沈楠、王镜宇)平昌冬奥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3 1 日成
立，82 名运动员将出征韩国，
参赛人数超过了 4 年前的索
契冬奥会，参赛项目为历届
最多。但客观而言，中国代表
团的争金面并没有拓宽，重
点项目都面临重重挑战，很
难在平昌取得金牌和奖牌数
的突破。

不过，中国军团仍然有一
些新项目和新面孔值得关注和
期待。流淌在几代中国冰雪健
儿血脉中的顽强斗志和坚定信
念，相信也将汇聚成一股强大
的精神力量，勉励中国冰雪健
儿四年后在家门口实现“参赛
也要出彩”的目标。

中国代表团在此前的历届
冬奥会上总共获得过 12 块金
牌，集中在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自由式滑雪和速度滑冰 4 个分
项上，其中短道速滑占了 9 金。
本届冬奥会中国军团的争金点
主要集中在短道、花滑和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上，速滑取得
好成绩的希望相对不大。目前，
争金点共有五六个，按竞技体育
的规律，一般有 3个争金点最终
可能会收获一块金牌。

短道速滑争金点最多

短道速滑历来是中国军团
的夺金重点项目，本届冬奥会，
中国队最多的争金点仍集中在
这里。据国外某数据网站的平
昌冬奥会预测，中国队可能在男子 500 米、男子 5000 米接
力和女子 500 米三个项目上问鼎。也有资深业内人士认为，
三个项目都有一定机会，但优势并不明显，数据虽然显示了
过去比赛的获胜概率，但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下一场比
赛和前一场比赛之间没有明显的必然联系，尤其是大赛，对

运动员的考验是全方位的。
在本赛季的短道速滑世界杯系列赛上，中国队表现平

平，仅由武大靖夺下三金，女队深陷困境，劲敌韩国队则表
现强势。作为平昌冬奥会东道主，韩国人对短道项目寄予厚
望。再加上欧美好手环伺，更为本届冬奥会的短道速滑比赛
增添了变数。

在花样滑冰项目上，中国队的争金点仍然是传统强项双
人滑，冲金希望最大的重点选手则是世锦赛冠军隋文静/韩
聪。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孙远富表示，从
本赛季表现来看，隋文静/韩聪总体发挥不错，但他们的最大
短板是没有参加过冬奥会，心理上要经受比较大的考验。1
月中旬，隋文静因伤退出四大洲赛，据悉已无大碍。相信这对
王牌组合能调整好心态，在冬奥会上发挥出最佳水平。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随着老队员退役和一
些伤病问题，女队近两年整体实力有所下降，只有个别队员
有冲金能力。男队以两届世锦赛冠军齐广璞和索契冬奥会
季军贾宗洋为中坚，加上新人和老将，整体处于世界第一集
团。但是男子项目的国际竞争也异常激烈，具备冲金能力的
一流运动员有 10 名左右。加上平昌冬奥会采用了新赛制，
对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孙远富说：“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三个项目要么是打分
项目，要么是偶然性非常大的项目。这样的特点决定了风险
肯定大。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由于底子薄、基础差，中国达到世界水平的冬季项目凤
毛麟角，曾摘得冬奥会奖牌的只有 5 个分项。除了短道速
滑、自由式滑雪、花样滑冰、速度滑冰之外，只有女子冰壶队
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过铜牌。目前，中国女子冰
壶队正经历新老交替，磕磕绊绊才拿到奥运入场券，新增的
混双项目也没有绝对实力，都只能尽力而为。

单板滑雪 U 型有望突破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队经过两届冬奥会的磨砺，已经具
备了更强的整体实力，有望在平昌实现奖牌突破。女子两
位世锦赛冠军刘佳宇和蔡雪桐都具备了冲击世界前三的
能力和水平。刘佳宇本赛季状态尤佳，夺得两站世界杯冠
军，且难度动作发挥较为稳定。现年 25 岁的她在温哥华冬
奥会上名列第四，失意索契之后，憋了一股劲要在平昌捅
破窗户纸。男子方面，张义威也有机会冲击前三。不过，该
项目职业化程度较高，欧美的一些高水平选手没有把参
赛重心放在世界杯赛中，因此冬奥会的成绩很大程度上
还要看临场发挥。

中国军团目前的 5 个冬奥奖牌分项只占到冬奥会 15
个分项的三分之一，而在申冬奥成功之前，有三分之一的冬
奥会小项甚至没有开展。2015 年夏天申冬奥成功之后，中
国冰雪运动走上了“恶补短板”的快车道，到 2017 年 5 月，
平昌冬奥会的 102 个小项全部建成国家队，跨出了 2022 年
力争全面参赛的第一步。

短短几年，通过加大投入、科学训练、请进来走出去
和跨界跨项选材等措施，一些项目在低起点和零起点上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女子跳台滑雪、雪车等项目第一次进军冬奥
会。单板平行大回转的臧汝心、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的
张可欣等年轻队员甚至已经在洲际和世界级比赛中夺得
过冠军。

雪车项目的突破则是跨项选材的成果，即将出现在平
昌冬奥会赛道上的中国“车手”几年前还都是田径等项目
运动员。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通过数次跨项选拔组建队
伍，聘请外教，从零基础到走上正轨，再到世锦赛进入决赛
轮，洲际杯取得奖牌，进而在门槛更高的世界杯上完成比
赛、取得名次，并夺得冬奥会参赛资格，中国雪车的进步令
国际雪车联合会大为惊叹。

平昌冬奥会，中国观众将能在更多的赛场上看到中国
选手的身影。也许他们很难取得靠前的名次，但他们已经用
拼搏告诉世界“我来了”，也为四年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打下
基础。

冬季项目要翻身需磨砺

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表示，要对体育规律有正确的认
识。“原本就薄弱的冬季竞技体育项目，不是一重视就能翻
身的，它需要一个过程，从运动员选拔到培养，都需要时间，
甚至 2022 年出成绩时间上都是很紧张的。”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在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
示，中国冬季运动还是处于“厚积”的阶段，既要看平昌的成
绩，也要看为 2022 年奠定的厚实的基础。“作为下届东道
主，我们要谋求亮点，更要打出士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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