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7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 潘松 校对 孔媚媚 E－mail:zzrbzt＠163.com 体育新闻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2日电（记者 杨
帆）一夜瑞雪落后，22日，2022年北京冬奥
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在张家口赛区
正式启幕。这将是张家口赛区在冬奥会前
的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

按北京冬奥组委安排，11月至 12月，
张家口赛区将举办 4场测试活动，分别是：
2021—2022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
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2021—2022国际雪
联北欧两项洲际杯，2021—2022国际雪联
跳台滑雪洲际杯，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其中，2021—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为 4场测试
活动中规格最高的赛事。22日为报到日，

23日到 24日为训练日，25日至 28日为比
赛日。决赛日为27日、28日。

云顶滑雪公园是张家口赛区四大竞赛
场馆之一，拥有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型
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
碍追逐共 6条赛道，是赛区唯一一个利用
既有场地改造而成的竞赛场馆。

本次世界杯比赛所使用的障碍追逐赛
道，于 2019年 10月完工，后通过国际雪联
及国际奥委会专家论证，曾举办过多项全
国赛事，今年 2月的测试活动中也经历检
验。赛道于10月 15日开始造雪工作，随后
进行了两次场地塑形。

11月中旬，张家口赛区模拟此次世界

杯日程安排进行了实战演练。演练围绕指
挥体系运转、赛会服务保障联动进行，重点
检验基础设施、疫情防控、气象预报、赛会
服务保障、外围保障等方面的保障能力和
应急处置能力。

备受关注的“雪如意”——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将从12月 2日起，迎来2021—2022
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2021—2022国
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两项活动检验。

作为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
雪场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冬奥会场馆群建设中工
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S形
的赛道和竞赛设施恰如一柄中国传统饰物

“如意”，镶嵌于茫茫林海雪原。
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承担越野滑雪和北欧两项两个分项比赛。
近期借助自然降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积极
进行人工造雪作业，正在推进模拟演练、临
设收尾等方面工作。12月 4日至5日，这里
将举行北欧两项洲际杯的越野滑雪比赛。

记者采访了解到，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已于11月 19日开始造雪，最终造雪厚度为
0.8 米。目前场馆东西两侧的临时看台已
完成建设，成功连接冰玉环，还设置了无障
碍电梯、流线和席位，保障有困难的观众能
够轻松达到看台区域。12月底，这里将举
办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张家口赛区系列测试活动启幕
系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 倪元锦）记者 22日从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
至目前，冬奥配套交通设施顺利推进，赛时铲冰除雪随时待命，
道路设施全部就绪，临时交通场站全部完工，交通设施无障碍升
级改造计划于12月完成。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李公科介绍，京藏
高速公路大修、国道 110大修、松闫路大修等道路设施全部就
绪，实现跨赛区主要通道规划建设目标。

“京礼高速公路彻底打通了北京市至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
城赛区的高速通道，从北京西北六环出发到延庆约 50分钟，从
延庆到张家口崇礼约 1.5小时，为赛会出行提供安全、快速的交
通服务。”李公科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
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
岩表示，已制定扫雪铲冰保障工作方案预案，实行预警管理，分
区控制，涉奥区实施“一馆一策”，坚持“机械扫雪为主、融雪剂融
雪为辅、场馆团队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原则，按照“雪前准备、雪
中打通、雪后恢复”作业流程，重点做好场馆周边和场馆封闭线
内的扫雪铲冰保障。

新华社哥本哈根11月21日电（记者 林晶）速度滑冰世界杯
挪威站21日迎来收官之战，亚洲选手包揽了当天4个项目的金
牌。其中，中国队22岁小将宁忠岩脱颖而出，勇夺男子1500米
金牌。

上周在波兰站 1500米比赛中屈居第二的宁忠岩此次技术
动作更为顺畅，当他以 1分 45秒 167的成绩冲过终点线时，兴
奋地发出呐喊。美国选手乔伊·曼蒂亚获得银牌，韩国选手金珉
锡位列第三。

在第二次男子 5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第一次 500米比赛
金牌的加拿大选手洛朗·迪布勒伊在最后一组出场，对阵日本选
手新滨达也，最终新滨达也以“一个脚尖”的优势拿下金牌，成绩
是34秒 578。迪布勒伊以0.03秒之差位居第二，俄罗斯选手阿
列姆·阿列菲耶夫获得铜牌。

第二次女子 500米决赛，日本名将小平奈绪强势回归，以
37秒 532的成绩阻击了美国名将艾琳·杰克逊在该项目连取三
金的势头。最终，杰克逊以 0.14秒之差位列第二，铜牌由俄罗
斯选手安吉丽娜·戈里科娃获得。

此外，日本选手获得了女子1500米的金牌和铜牌。高木美
帆以 1分 55秒 679位列第一，荷兰选手伊琳·伍斯特与佐藤彩
乃分列第二、第三名。

作为参加该组赛事的唯一中国选手，韩梅最终以 1分 58秒
149的成绩位列第11。

继波兰站和挪威站后，速度滑冰世界杯系列赛将于 12月 3
日至5日转战美国盐湖城。

新华社匈牙利德布勒森11月
21日电（记者 刘旸 陈浩）国际滑联
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最后一个
比赛日中，中国队在混合2000米接
力和女子 3000米接力斩获一金一
铜，最终以两金两铜的总成绩结束
本站赛事。

混合 2000 米接力半决赛中，
由范可新、曲春雨、孙龙、武大靖组
成的中国队与加拿大队、意大利队
和法国队同组竞技。中国队从一
开始保持领先，直到最后一圈时，
意大利选手在超越时犯规将武大
靖带倒，中国队位居第三，仍晋级
A组决赛。

决赛在中国队、加拿大队、法国
队、匈牙利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
中国队临时变阵，张雨婷替换曲春
雨、任子威替换武大靖。中国队从
一出发处在领滑位置，倒数第 8圈
时突然发力，确立绝对领先优势，最
终孙龙率先冲过终点线，中国队以
2分 39秒 386的成绩完胜。

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由范
可新、郭奕含、曲春雨、张雨婷组成
的中国队与荷兰队、加拿大队、韩国
队一争高下。中国队出发后一直在
队尾跟滑，倒数第9圈时实现超越，
将第三的位置保持到终点，收获一
枚铜牌。荷兰队和加拿大队分获
金、银牌。

在两个接力比赛中都有出色表
现的范可新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团队意识很强，尤其混接表现
很棒。女子接力我们在摸索尝试不
同打法，多积累一些经验。竞争对
手很强，所以我们需要更强，相信最
后的赢家一定是我们。”

在本站女子 500 米个人单项
比赛中，范可新未能闯进决赛。“但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一站比一站好，
接下来荷兰站应该会再进步一些，
争取打进决赛，拿到好名次。”范可
新说，“最终目标是北京冬奥会，那
时我们会爆发，目标非常明确，就
是冠军，所有我能参加的项目都要
冲冠军。”

女子 1000米四分之一决赛中，
张雨婷位列小组第三，未能晋级半决
赛。曲春雨在第三组与韩国名将崔
敏静共同晋级半决赛。半决赛中，曲
春雨前半程保持在第二的位置，倒数
第二圈时被连续超越，最终小组垫
底，只能参加B组决赛。只有三人参
加的B组决赛中，俄罗斯选手普罗斯
维尔诺娃对曲春雨犯规，成绩被取
消，曲春雨获得第二名。

A 组决赛中，荷兰名将舒尔婷
以 1分 31秒 475的成绩率先冲线，
这是她继 20日夺得女子 1500米和
500 米冠军后，摘下本站赛事第三
枚金牌。加拿大选手萨尔特被判犯
规成绩无效，韩国选手崔敏静和波
兰选手马利谢夫斯卡分别获得银牌
和铜牌。

男 子 1000 米 四 分 之 一 决 赛
中，武大靖、任子威同在第二组，最
终分列第三和第四名，同时遭遇淘

汰。安凯最后一组出场，以小组第
一晋级半决赛。半决赛中，安凯所
在小组竞逐激烈，两名加拿大选手
迪翁和皮埃尔·吉勒牢牢占据前两
名位置，携手晋级，匈牙利名将刘
少林被判犯规，安凯遭遇淘汰。决
赛中，韩国选手黄大宪凭借冲刺前
的弯道超越，以 1分 25秒 425摘得
金牌。迪翁和荷兰选手德拉特分
获亚军和季军。

男子 5000 米接力 A 组决赛，
加拿大队、韩国队和匈牙利队分获
前三名。中国队在仅有两支队伍参
赛的B组决赛中战胜日本队。

中国短道速滑队本站赛事共收
获两金两铜，其中任子威功不可没，
分别在男子 1500 米、混合 2000米
接力和男子500米项目中贡献两金
一铜。接下来中国队将移师荷兰，
于 11 月 25 日至 28 日参加在多德
雷赫特举行的世界杯荷兰站比赛。

短道世界杯匈牙利站
中国队斩获两金两铜

11月21日，中国选手孙龙在2000米混合接力决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冬奥配套交通设施顺利推进

速滑世界杯挪威站收官
宁忠岩男子1500米夺金

新华社休斯敦11月21日电（记者 兴越 潘丽君）国际乒联
21日晚宣布，中美选手将跨国配对出战 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
混双比赛。中国选手林高远将搭档美国女队一号主力张安，美
国选手卡纳克将搭档中国选手王曼昱。

根据国际乒联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联合美国乒乓球协会
向国际乒联提交了允许中美混双配队参赛的申请。国际乒联执
行委员会21日召开会议并批准了该请求。

林高远表示：“很高兴能够与张安配对参加世乒赛的混双比
赛，张安是美国队一号，我们的目标是争第一。我们配合最大
的优势是她也会说中文，希望我们能够迅速进入状态，配合默
契，通过努力取得好的成绩。希望两支球队的球迷都能为我们
这两对混双组合加油，这不仅仅是两国球员的第一次配对，更是
一次友谊的传递。”

张安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中美混双配对，世乒赛首次
在美国举行，同时庆祝‘乒乓外交’50周年，真是太棒了！我认
为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很高兴我们两国能够通过体育
进行良好的合作。”张安还说：“能和林高远一起打球我很兴奋，
和中国国家队球员搭档真是太棒了。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所
以我会尽我所能，希望我们能很好地合作并取得好成绩。”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理事会主席、中国乒协主席
刘国梁是促成本次中美混双配对的关键人物，他表示：“今年是

‘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50年前一次偶然的美国运动员坐错中
国球员大巴车事件，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并促成了世
界乒坛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在其后50年间，中国乒协屡次
促成跨国配对，让球员们跨越地区和语言的障碍，携手亮相世界
乒乓球赛场，为了心中最高荣誉而战，同时也成为体育和文化交
流的纽带，这也正是‘乒乓外交’最核心的意义。”

刘国梁说：“我们一直在思考，‘乒乓外交’50年后的今天，
我们如何在前辈夯实的中美友谊的基础上，再深一步地通过体
育赛事、体育活动、民间活动来增进两国的友谊。基于此，中国
乒协联合美国乒协向国际乒联提出混双中美跨国配对的建议，
让这几位原本就是朋友的运动员并肩上场，两个国家的球迷们
共同为他们欢呼和呐喊，奏响新时期‘乒乓外交’新篇章，这也是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最后，刘国梁也对跨国混双球员们表达了自己的期盼：“我
期待林高远和张安、卡纳克和王曼昱，能够在这次合作当中发挥
出自己最高水平，不仅有机会在混双奖杯——赫·杜塞克杯上刻
下他们的名字，同时也能够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为乒乓球在全
世界的推广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美选手将跨国配对
出战世乒赛混双比赛

2021 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北京时间 11月 24日凌晨
在美国休斯敦挥拍开赛。本次世乒赛是巴黎奥运会周期的首个
乒乓球世界大赛，在中国乒乓球队征战本次世乒赛的运动员大
名单中并没有马龙、许昕、刘诗雯三位老将的身影，而这从某种
意义上说也是国乒新一轮新老交替的开始。樊振东、陈梦为代
表的中生代，王楚钦、孙颖莎为代表的新生代，这些球员将担起
续写国乒辉煌的重任，他们也将在休斯敦演绎国乒传奇。

陈梦能否成为最快“大满贯”得主

国乒目前最快单打“大满贯”纪录是由张继科创造的 445
天，如果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陈梦此次能够在休斯敦成
功斩获世乒赛女单冠军，那么她将会以384天的时间内斩获“世
界杯、世锦赛、奥运会三项女单冠军”，成为国乒最快“大满贯”得
主。同时，她也将成为世界女乒史上继邓亚萍、王楠、张怡宁、李
晓霞、丁宁之后的第6位女单“大满贯”得主。

陈梦去年11月在女乒世界杯上夺冠，她又在今年举行的东
京奥运会上勇夺女乒单打桂冠，此次休斯敦世乒赛对于明年 1
月就将年满 27周岁的陈梦来说是夺取“大满贯”的绝佳机会。
就整体实力而言，陈梦应该是目前世界女乒一线球员里最强的，
但她并非没有对手，孙颖莎、王曼昱等人都可能对她构成实质性
的威胁。此外，根据休斯敦世乒赛女单签表，陈梦、王曼昱和陈
幸同抽在了上半区，陈梦在进入 4强之前还极有可能连番对阵
平野美宇和石川佳纯。

去年11月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冠军的陈梦，比谁都清
楚自己需要在当打之年尽快完成世乒赛女单夺冠的梦想。她在
东京奥运周期大赛表现的稳定性稍有欠缺，在自己状态不好或
对手发挥很好的时候也有控制不住局面的时候。如何战胜自
己、克服心魔，让夺取“大满贯”成为动力而不是心理包袱，这是
她能够实现梦想的关键。

樊振东能否如愿成为“接班人”

对于成名已久的樊振东来说，早该到了成为国乒男单领军
人物的时候了。而老将马龙的状态神勇，让“小胖”接班的时间

“一拖再拖”。本次休斯敦世乒赛、马龙、许昕两位老将都没来，
对于樊振东来说是他夺取男单冠军的最佳时刻。如果“小胖”能
够如愿登顶，他也将如愿成为国乒男队的“接班人”。

年少成名的樊振东，早在 2013年全运会上就以 16岁的年
纪打进男单决赛，但遗憾输给马龙屈居亚军。樊振东的硬实力
16岁就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这些年他缺的就是大
赛经验和大赛关键时刻对机会的把握。男乒世界杯樊振东已经
拿了四个冠军，世乒赛连续打了三次最好成绩是亚军，这次休斯
敦世乒赛，国乒男队在没有马龙、许昕两位老将压阵的情况下，
樊振东需要用一个男单冠军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根据休斯敦世乒赛男单签表，樊振东、林高远、梁靖崑和王
楚钦拥挤在上半区，尤其是 1/4区，更是汇集了 3名国乒选手，
樊振东和王楚钦很有可能在 1/8决赛相遇，他们之间的胜者恐
怕也将在1/4决赛中和队友林高远再度上演“内斗”。樊振东若
想在休斯敦加冕世乒赛男单冠军，他必须先过了这好比“全运
会”的第一道坎。当然，“小胖”目前的状态非常好，他全运会男
单摘金，世乒赛热身赛决赛4:0战胜马龙夺冠，这些都充分表明
樊振东就是本次世乒赛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00后”绽放国乒“新生代风采”

王楚钦、孙颖莎两位“00后”是国乒新生代的代表，前者如
果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好，是有可能给包括樊振东在内实力高
手造成威胁的；后者是新科奥运会女单亚军，去年世界杯也是获
得亚军，距离三大赛单项夺冠就只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两位

“00后”此次能否在休斯敦绽放国乒“新生代风采”值得关注。
王楚钦是东京奥运会 P卡球员，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出现在

奥运赛场上。此次再度有机会登上世界顶级大赛赛场，把握机
会证明自己对他来说更为强烈。

不是冤家不聚头，之前的三次大赛——2019年布达佩斯世
乒赛、2020年女子世界杯以及东京奥运会，在单打比赛中三度
对垒的孙颖莎和伊藤美诚，此次休斯敦世乒赛女单比赛又抽到
了同一半区。“小魔王”孙颖莎对阵伊藤美诚已经取得了5连胜，
如果本次世乒赛，孙颖莎能够再次战胜伊藤美诚，很有可能在心
理上奠定对伊藤美诚的绝对信心。 本报记者 陈凯

休斯敦世乒赛：

国乒新生代演绎新传奇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1月 22日，
记者从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获悉，随着
国足的 12强赛征程告一段落，中超联
赛也即将在 12月份重燃战火。目前，
河南嵩山龙门队正在上海集训备战接
下来的保级组大战。令球迷欣喜的是，
随着外援舒尼奇归队，五大主力外援全
部到齐，嵩山龙门将以完整阵容备战，
力争在联赛最后阶段取得佳绩。

外援后卫舒尼奇已经在上海与球
队会合，并且已经随队训练了 5天。河
南队也成了目前中超少有的 5名外援
全都在队的球队。另外在球队伤病方
面，伊沃、罗歆以及迪力木拉提都已经

恢复训练，其中罗歆的伤病需要再恢复
一段时间。小将牛梓屹虽然已经到上
海归队，但他的韧带伤病恢复期比较
长，基本无缘第二阶段保级组比赛。王
上源在这一期训练中重新归队，他的归
来对于球队的中后场硬度来讲，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保证。

除了河南队之外，长春亚泰、天津津
门虎、青岛队等多支中超球队的集训地
点都定在上海，同时上海本身还有海港、
申花两支球队。这对于各支球队寻找高
质量的热身赛对手，是一个有利条件。
而联赛开打之前，河南队也将通过一些
热身赛，让球队尽快进入竞技状态。

保级组中，上海申花以 22 分高居
保级组榜首，河南嵩山龙门以 18分紧
随其后，武汉队和重庆两江竞技同为
11 分、沧州雄狮 10 分、天津津门虎 9
分、大连人和青岛队同为 7分处在降级
区。从积分来看，河南嵩山龙门有不
小的领先优势，应该说保级丝毫无
忧。虽然河南队在间歇期中失去了主
帅哈维尔，但代理主帅安东尼奥带领
球队在足协杯中闯入了四强，创造了
历史性的成绩。对于安东尼奥来说，
接下来的中超联赛，才是他真正的考
验，能不能转正成为主教练，要看他带
队打出的成绩和比赛内容。

五大外援归队嵩山龙门上海备战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1月 22日，2021中国足球

协会女子超级联赛第三阶段第四轮在昆明海埂基地继
续进行，建业女足迎战山东体彩，最终两队以1∶1打成
平手，双双成功保级并锁定保级组前两名。

本场比赛，两队打得非常胶着，第 15分钟，山东
体彩球员袁丛头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第 35分钟，
娄佳惠任意球击中横梁，张瑛头球补射破门，将比分
扳成 1∶1。下半场，双方拼抢激烈，但均未进球。最终
河南建业女足1∶1战平山东体彩。河南建业女足四场
比赛两胜两平积8分，成功保级并锁定小组前两名。

11月 29日 15：30，河南建业女足将进行本赛季女
超联赛第六名与第七名的比赛。

女超：建业成功保级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
河 南 省 球 类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获 悉 ，
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
赛将于 11月 25日至明年 1月 6日在广
东江门举行。以年轻球员担纲的河南
女排将全力出战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
并力争打进八强，同时通过比赛积攒经
验提升实力。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预
赛，河南女排在朱婷的带领下时隔 12
年重返全运会决赛圈。尽管因为手腕

伤势，朱婷在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没
有出场，但是由年轻球员组成的这支
河南女排青年军最终取得了第七名的
好成绩。上个月月底结束的 2021 年
全国女排锦标赛，河南女排虽然未能
打进前八，但是球队获得了第十名的
成绩比去年的女排全锦赛名次进步一
名，尤其是比赛中以 3∶2 力克江苏女
排一战，更是显现了队中年轻球员的
潜力和拼劲。

全运会结束后，河南女排进行了

人员上的新老交替，李伟伟、毛雅静等
6名老队员退役，从青年队上调了 8名
队员。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告诉记
者，“由于备战新赛季联赛的时间较
短，新人和老队员在技战术程度和比
赛经验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队伍
本赛季的目标就是力争小组出线打进
八强，同时通过与高水平队伍的较量
进一步考察新人，提升队伍的实力和
经验，确定下周期队伍的主要阵容和
人员搭配。”

女排超级联赛25日揭幕
河南青年军出征争八强

11月21日，曼城队球员贝尔纳多·席尔瓦在
比赛中庆祝进球。当日，在2021—2022赛季英格
兰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比赛中，曼彻斯特城队主
场以3∶0战胜埃弗顿队。 新华社发

走近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