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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契冬奧會20日決賽
香港時間 決賽
18:39 自由式滑雪男子越野追逐賽
19:00 北歐兩項男子團體標準台/4×5公里
21:30 女子冰壺決賽
23:00 花樣滑冰女單自由滑
21日
01:00 女子冰球決賽
01:30 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場地技巧
註：賽程如有變化，請以實際比賽為準。

冬奧獎牌榜
(截至香港時間19日23:00)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挪威 8 4 7 19
2 德國 8 3 4 15
3 美國 7 4 10 21
4 俄羅斯 6 9 7 22
5 荷蘭 6 6 8 20
6 瑞士 6 3 1 10
11 中國 3 2 1 6

在中國東北長春市的冰上訓練基地訓練館，
一群十幾歲的小運動員每天都在進行超8小

時的短道速滑訓練。「周洋也是從這裡滑向世界的。」
15歲的任超說，一年前他向父母主動提出要學習滑冰，儘管
每天訓練很累，但想一想偶像周洋，就一定要堅持。
吉林省是中國冬季運動具有代表性的省份。正在索契進行的2014年冬奧

會上，中國優勢項目短道速滑參賽10名運動員中，吉林省籍的就有7人。
「要為中國培養下一個王濛、周洋，必須要選拔出好的苗子。」長春市
冬季運動管理中心的短道速滑教練孔新說，一名優秀的運動員成長，至
少經歷兩個奧運周期，歷經8年的磨練，才有望成才。讓人欣慰的一點
是，目前在短道速滑項目上，吉林省尚沒有出現人才斷檔的情況。
「現在我們這裡幾名有潛質的運動員，年齡都在13、14歲，男孩

女孩都有，未來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周洋。」孔新介紹，現在正在
訓練的小運動員身體素質、感悟能力，都比以前有提高，這讓中國
短道速滑隊在未來有了競爭的潛力。
「但從長期保持短道速滑項目的競爭力來看，僅靠幾個好苗子是
遠遠不夠的。」孔新同時表示，即便在這些傳統的冰雪運動大省，近
年來參加訓練的小運動員數量也在減少。

地域性成發展一大難題
像中國其他冰雪項目一樣，地域性強也成為短道速滑運動
開展的一大難題。除了黑龍江、吉林等東北地區有較好
的基礎之外，其它地區開展該項目的情況不甚理想。
周洋的啟蒙教練哈振峰舉例說，幾年前長春舉辦

短道速滑比賽，報名參加的人數達200人，而現在
報名人數減少了近一半。哈振峰說，希望能夠藉助
冬奧會等大型賽事，擴大中國冰雪運動開展的基
礎，不單是在東北，也期待能夠提振其它地區開
展冰雪運動的興趣。

中新社長春19日電 放眼世界，短道速滑主要是中韓之

爭。激戰正酣的索契冬奧會上，以17歲高中生沈石溪為代表

的韓國年輕一代已成為中國強勁的對手。在「幸運」和「驚

險」地奪得女子500米和1500米金牌後，中國在更展現整體

實力的女子3000米接力上不敵韓國隊。可以想像，在下屆韓

國平昌冬奧會上，中國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據《華奧星空》報道，在開
賽前腳踝骨折無緣冬奧會的中國短道速

滑名將王濛透露，她將於20日前往醫院進行第
2次手術，摘除一枚鋼釘。「我會過兩天去醫院做第2次
手術，會拆一根釘子。」根據王濛自己的介紹，訓練意
外受傷後，她在上海的手術是在腳踝處固定了鋼板和13
根鋼釘。而20日的手術就是為了摘除其中一枚貫穿腳踝
的鋼釘。
「這根釘子必須摘除，如果不摘除的話，以後的康復

將無法進行。」王濛指着打了厚厚護具的右腳邊說邊比
劃着，「這根鋼釘如果在裡面的話，即使護具摘除了，
我的腳也無法着地，鋼釘很容易折在裡面。」王濛的傷
勢嚴重，在康復的過程中還需要多次手術。「20日的第
2次手術之後，其餘的12根鋼釘也需要在半年到一年之
間的時間，再進行手術陸續摘除。」王濛表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新華社北京18日電 CBA季後賽首輪18
日開啟。頭兩場比賽就戰得驚心動魄，且
都是最後一刻分出勝負。首次殺入季後賽
的天津榮鋼隊主場105：104險勝東莞馬可
波羅隊；遼寧衡業隊則是憑藉賀天舉最後
0.2秒的罰球絕殺，93：91擊敗常規賽第2的
新疆廣匯隊。
遼寧和新疆的比賽開始雙方戰成10：10，
此後遼寧在第1節打出一波19：9的高潮，
在半場結束時以53：43領先對手10分。新
疆在第4節一度落後7分的情況下，憑藉兩
記3分球在還剩2分41秒時將分差縮小至
85：86。最後23.3秒，寶島球員楊敬敏溜底
線反身上籃得手，幫助新疆89：88反超比
分，隨後遼寧隊後衛楊鳴令遼寧再度領先
91：89。西熱力江的上籃為新疆再度扳平比
分91：91，但最後0.2秒賀天舉殺入籃下造
成哈德森犯規執行「絕殺」罰球。此時場邊
出現衝突，遼寧球迷向新疆主帥崔萬軍投擲
雜物，崔萬軍惱羞成怒將雜物擲回遼寧球迷

並指點叫嚷。隨後賀天舉兩罰全中幫助遼寧隊以93：91取勝。
本賽季最大黑馬天津隊坐擁主場以105：104險勝常規賽第3的
東莞。東莞外援格林在比賽還剩23.4秒時上籃得手，將比分追至
102：103。此後東莞採取犯規戰術，張楠兩罰全中，雖然顧全的
補籃再度幫助東莞將分差縮小至1分，但所剩時間不夠東莞反戈一
擊。此役，特爾菲爾轟下37分和6次助攻，孟祥龍得到18分。東
莞方面，布朗砍下33分，格林也有21分和10個籃板入賬。

CBACBA季後賽首輪季後賽首輪 天津遼寧天津遼寧最後險勝最後險勝

中新社桂林18日電 「運動是件美而快樂的
事，我們要把心放寬一些，不要只盯金牌，
讓它變成運動員的壓力。」18日，廣西籍前世
界體操冠軍、桂林市政協委員莫慧蘭在出席政
協桂林市第四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接受中新社
記者專訪時表示。
體操科班出身的莫慧蘭曾在1994年第12屆日

本廣島亞運會上一人獨攬跳馬、高低槓、平衡
木、自由體操四項冠軍，成為當屆亞運會獲冠
軍最多的運動員之一。1995年，莫慧蘭又獲得

第31屆世界體操錦標賽平衡木冠軍，為中國女
隊首次奪得平衡木世界冠軍。
如今儘管已退役多年，莫慧蘭依舊難捨體操

情緣，繼續關注中國體操隊的動向。目前隨
體操運動的發展，難度越來越大，對運動員
各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莫慧蘭建議，藉
這次中國南寧將舉辦體操世錦賽的機遇，
「應該讓更多的觀眾把關注度放在運動本身的
美上面，去學習如何看體操，如何理解體操這
個項目，而不是簡單地追求拿了幾塊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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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青年
報 》 報 道 ， 日
前，中國足協仲
裁委員會開庭審
理的劉健轉會糾
紛案未能形成裁
決結果。無奈之
下，劉健正式提
出就其與青島中
能合同內容的真偽進行司法鑒定。能否
順利亮相新賽季中超聯賽，劉健或許只
能聽天由命。
據了解，劉健開庭審理作陳述時格外
動情，首先他對中能俱樂部多年來給予
自己的照顧與培養表示感激，他同時希
望雙方能夠以和解的方式處理糾紛問

題。劉健強調自己
並不希望與老東家
走向對立面，也懇
請中能放他去廣州
恒大發展。他甚至
表示，如果中能放
行，他願意拿出相
當一部分個人收益
作為補償支付給中

能俱樂部。但劉健的和解請求遭到老東
家斷然拒絕。
根據足協規定，2月28日是中超俱樂

部球員完成新賽季轉會註冊手續的最後
期限，劉健能否在此之前備齊合同真偽
認定證明很難預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劉健轉會糾紛暫無結果

萬勝捷安特車隊重組
新華社昆明19日電 由於贊助方

資源整合，中國萬勝洲際單車隊和
中國崇明島捷安特女子職業單車隊
完成重組更名。兩支新車隊的陣容
較以往更具實力，32名車手有12
名國家隊車手。據悉，車隊總教練
由沈金康擔任。除征戰國際職業賽
外，兩支職業車隊還將全力配合國
家隊訓練和比賽計劃。

重慶馬拉松3·22舉行
新華社重慶19日電 2014年重

慶國際馬拉松賽將於3月22日舉
行。重慶國際馬拉松賽由中國田徑
協會、重慶市體育局主辦，重慶市
南岸區、巴南區人民政府承辦，比
賽設男、女全程馬拉松(42.195公
里)，男、女半程馬拉松以及5公里

迷你馬拉松5個項目，參賽規模將
達到3萬人。

馬曉旭無緣入選女足
中新網19日電 據中國足協官網

消息，為備戰2014年女足亞洲盃決
賽階段的比賽，按照計劃，中國女
子足球隊將於2014年2月20日至3
月 14 日組織集訓，期間將參加
「2014年阿爾加夫盃國際女足邀請
賽」。在最新一期集訓名單中，江
蘇隊5人最多，1月曾回歸的馬曉旭
無緣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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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前)欲離開青島中能。 新華社

■■馬曉旭落選馬曉旭落選。。 新華社新華社

■■前體操世界冠軍莫前體操世界冠軍莫
慧蘭慧蘭。。 中新社中新社

■■孟祥龍孟祥龍((右右))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投籃投籃。。 新華社新華社

■■哈德森哈德森((上上))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傳球傳球。。 新華社新華社

■ 19 日，在俄
冬奧會上為中國
體育代表團勇奪
冬奧會歷史上首
枚速滑金牌的瀋
陽軍區冰上基地
運動員張虹載譽
歸隊。 中新社

載譽歸隊

■■王濛將再王濛將再
做手術做手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周洋成為小將學

周洋成為小將學

習對象習對象。。
新華社新華社

■■女子女子30003000米接力米接力，，中國隊中國隊
被韓國擊敗被韓國擊敗。。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