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综合消息 世界羽联最近公布了下

届奥运会参赛名额的新规定!男女单打一个

国家或地区最多只能有两名选手参赛!而以

前的规定是最多可以有三人参赛"这一规定

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伦敦和北京奥运

会只有中国队在单打比赛中满额参赛"

新规定对志在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林丹

来说!将是一个新的挑战!他与国家队其他

优秀选手之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面对竞

争!林丹的态度很坚决!他
!

月
"#

日晚在上

海说#$即使只有两个奥运会参赛名额!我也

会努力争取% &

据了解!国家队已为休假近半年后重新

归队的林丹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训练和参赛

计划!今年将参加
"$

站国际比赛% $我现在

最重要的事是多参加比赛挣积分!先把排名

升上来% &林丹目前的世界排名在一百名以

外! 还没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超级赛!他

将从较低级别的黄金大奖赛打起!首站比赛

有可能是下个月的瑞士公开赛% !王志灵"

!"#$%&'()*+,-.///

林丹放言突破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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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玫瑰庄园的雪! 再次

见证了中国冰雪健儿的遗憾%在北京时间

昨天凌晨进行的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男子决赛中!中国选手败给白俄罗斯

选手!最终仅贾宗洋获得一枚铜牌%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中国的男

女队都是夺冠热门%赛前博彩公司的金牌

赔率中国队也领跑群雄%中国空中技巧为

何在索契无缘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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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季年度总冠军'上赛季世界杯总

冠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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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锦赛冠军((翻开刘忠

庆'齐广璞和贾宗洋的履历!每个都很辉

煌% 也正因为这样!博彩公司才如此看重

中国选手%

但在中国队主教练纪冬眼中!所有的

赔率都是浮云!)外国选手对于世界杯等

比赛不当回事!他们甚至会缺席大多数比

赛!专心系统备战奥运会% 这造成了他们

世界排名通常不高!而这种方式也间接变

成了他们的一种伪装术% &而在中国队!选

手和教练更习惯)以赛代练&!对大大小小

的国际比赛都全力以赴!也因此过早被对

手了解!更产生了)虚高&的世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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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技巧是白俄罗斯的强项!曾经称

霸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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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赛季%无论从训练

还是运动员培养!中国队始终都是追随着

白俄罗斯队的脚步而来%

早在
!$$)

年! 纪冬就曾在国际大赛

上看到过冠军库什尼尔最后一跳的高难

度动作!)而那时!我们这批队员还都刚接

触这项运动!连三周台都不会跳% &对手用

近十年的时间去不断磨砺'反复练习一套

套动作时!中国的小伙子却还经历着从不

会到会的过程%

输给时光'输给经验!这样的苦头!在

女队也同样存在%夺得金牌的白俄罗斯选

手茨佩尔今年
'%

岁 ! 季军拉西拉已
'!

岁!两人都是重新复出的妈妈选手% 相比

她们! 获得银牌的
&$

后小将徐梦桃无论

从经验还是心理承受力!都与两位前辈相

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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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大!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

赛的最大特点% 残酷的淘汰制!一跳定胜

负% 最后一跳!齐广璞选择了难度系数
(,$

的高难度动作!却出现失误!考虑到预防

受伤' 身体状况以及雪场条件等综合因

素!这套高难度动作他在日常练习中只跳

过十次 % )虽然冒险 ! 不跳我会特别遗

憾% &

)我们是去拼金牌的% &对于这次冒

险!主教练纪冬并无后悔%年轻的世界!不

言放弃% 对于齐广璞'徐梦桃这群
&$

后而

言!一次失败并不会改变他们渴望胜利的

心%将这一次的索契磕绊视为成长路上的

基石!

%

年后的平昌! 相信他们会做得更

好% !厉苒苒"

当地时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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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索契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中$中国

选手贾宗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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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成绩获铜牌%

!!!!!!

本报综合消息 本届冬奥会!男子冰壶的

队长刘锐因队伍的黑马表现而一炮而红% 网

络上!他被网友奉为)定海神针&)刘大神&!他

的表现令央视解说惊呼)逆天了&!他一手)指

哪儿打哪儿& 的投壶技巧更被人津津乐道%

)定海神针&是如何练成的*面对这个问题!刘

锐愣了一下回答#)就这么打出来的呗% &

和不少冰壶选手一样!最初的时光总是

最艰难的!刘锐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连

专门的赛道都没有!只能等速滑或者冰球队

训练结束后才能借他们的场地进行训练% &

而父母一开始都没)整明白&儿子练的是啥%

从曾经飘逸的中分长发变成极短的板

寸!眼前的刘锐和资料上的帅哥看起来就像

是两个人% 采访中!有人调侃!他是不是)削

发明志&!才取得了如今的成绩!刘锐欣然接

受这种说法!他坦言!自己之所以剪发原本

只是嫌长发碍事!)比赛中会有干扰% &却不

料!这头特别的发型倒给他带来了好运%

赛场上的刘锐眼含杀气!沉着稳定!有

人戏称他是)冷面杀手&!总喜欢在最后时

刻给对手致命一击%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刘

锐有着东北大老爷们的豁达乐观% 纵观之

前的比赛!固守四垒的刘锐成功率惊人!与

国外那些一流选手相比! 他也丝毫不落下

风% !厉苒苒"

!刘大神"投壶指哪打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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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台滑雪男子团体#德国队夺金
当地时间

!

月
"#

日$德国队在献花仪式上%

当日$在
!)"*

索契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团体比赛中$德国队以
")*"+"

分的成

绩夺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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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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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于昨天展

开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 在女子
'$$$

米接

力决赛里!由刘秋宏'范可新'李坚柔'周洋

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一圈被韩国队沈石溪

反超!以第二位通过终点!但却被裁判判罚

犯规%最终韩国队'加拿大队'意大利队分获

金银铜牌%

根据半决赛成绩!参加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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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接力

决赛的四支队伍的道次依次为#韩国队'加拿

大队'中国队以及意大利队% 比赛开始后!中

国队第一棒刘秋宏起跑占位不利! 掉落到四

支队伍的最后一位! 韩国队和加拿大队暂列

前两名% 随后!第二棒范可新'第三棒李坚柔

顺利完成交接! 并由李坚柔内道超越至第三

名!而第四棒周洋也巩固住了这一位次%

韩国队在赛程前半段一直牢牢把持着

领跑的位次!当赛程剩余
"+

圈时!中国队周

洋利用交接完成对加拿大队超越!比赛也由

此形成了中韩对话的局面%

冲刺阶段! 范可新内道反超韩国队!以

领先者的身份将最后一棒较至李坚柔手中!

但韩国队沈石溪最后两圈的起速效果却相

当理想!最终在于最后一圈完成超越!率先

通过终点!中国队屈居第二位%

但赛后裁判判决认为!中国队最后一次

交接时! 没有完成交接任务的周洋滑上赛

道!对对手造成了某些程度的干扰!遂判罚

中国队犯规% 这样!韩国队'加拿大队'意大

利队分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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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分享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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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接力的金银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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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犯规无缘奖牌 韩国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