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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伟

7月5日上午，省体育科
学研究中心四楼，一群年轻
运动员聚集在楼道里，等待
着一项项测试的进行。几天
之后，他们运动生涯的轨迹，
或因这些测试而改变。

7月2日至8日，由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组
织，全国冬季项目备战2022
年冬奥会越野滑雪项目跨
界跨项二次选拔(第一期)
测试工作，在山东省体育科
学研究中心举行。一批各个
运动项目当中的优秀人才，
在跨界跨项指示下，成为增
强中国冬季运动“硬实力”
的生力军。

基础薄弱，
输血刻不容缓

越野滑雪是借助滑雪用
具，运用登山、滑降、转弯、滑
行等基本技术，滑行于山丘
雪原的运动项目。它起源于
北欧，又称北欧滑雪，是世界
运动史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
之一，1924年首次列入冬季
奥运会比赛项目。

越野滑雪是冬奥会的基
础大项，被誉为“雪上田径”，
冬奥会奖牌设置中，仅越野
滑雪一项就涵盖了12块金
牌。与越野滑雪有关的还有
冬季两项、北欧两项，统计下
来，与越野滑雪相关的金牌
多达26块。“可以说，在这个
项目上占优势就有可能在冬
奥会上占据优势，它的重要
性显而易见。”中国国家越野
滑雪队顾问关惠明直言。

中国越野滑雪起步于上
世纪50年代，1957年全国性
越野滑雪比赛出现，1959年
第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
越野滑雪被列入正式比赛项
目。尽管有超过六十多年的
发展历程，不过，长期以来越
野滑雪都处于边缘、落后状
态，“中国的注册越野滑雪运
动员只有300多人，而挪威、
芬兰，这一数字在两到三千
人。”

人才的匮乏，让中国越
野滑雪成绩在世界大赛中一
直不是很理想。从1980年开

始，中国越野滑雪队共参加
了8届冬奥会，都灵冬奥会
上，中国队获得了历史最好
成绩：女子接力第13名、王春
丽获得女子10公里传统赛第
18名。平昌冬奥会上，中国队
仅有4人参加了越野滑雪项
目的比赛，甚至未能凑齐一
个接力队，“这么多年来，成
绩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滑
坡。”有着五十年从业经历的
关惠明痛心地表示。

2022冬奥会的成功申
办，给基础薄弱的越野滑雪
吹来了东风。此次体育总局
组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冰
雪项目跨界跨项的选材，是
短时间内赶超国际先进水
平的重要举措，对改善越野
滑雪后备人才的匮乏，助力
北京2022冬奥会将起到重要
作用。

后程发力，
跨界不是问题

关惠明介绍，此次越野
滑雪跨界选材，严格按照项
目特点进行，“越野滑雪的距
离，从1 . 5公里到50公里不
等，以有氧耐力为主，无氧速
度为辅，总体来说，它属于耐
力项目。与田径的中长跑，五
项、十项全能有类似之处。”

不过，除了耐力，越野滑
雪还对运动员的身体协调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
野滑雪是一项对身体力量要
求很全面、很高的运动项目，
滑雪过程中，不仅需要腿部、

胳膊有劲儿，腰腹力量也很
重要。”

比起身体素质方面的
硬 指 标 ，越 野 滑 雪 对“ 雪
感”还有特殊的要求。“雪
感就跟一个人打球要有手
感一样，有的人一上雪，就
能非常轻松地走、滑，有人
一穿上板，一动就要摔跟
头，这就是对雪感最简单的
判断。”国家越野滑雪队跨界
跨项组组长孟庆军表示，“所
以跨界到越野滑雪的运动
员，也不仅仅局限于田径，到
我这儿来的，也有散打、跆拳
道、自行车等其他二十多个
项目的运动员。”

“欧洲的小孩子在刚开
始走路，甚至不会走路的时
候就开始练习滑雪，他们的
起点、专项能力很高。我们的
运动员，更多是到了一定年
龄，比如十五六岁之后，才开
始接触这个项目，差距是显
而易见的。”关惠明坦言。

起点不同，给大龄运动
员的培养无形中增添了难
度，不过在孟庆军看来，大龄
是劣势，也是优势。“小一点
的十四五岁，大一点的十七
八岁，甚至还有二十岁冒头
的，通过这一段时间我在跨
界跨项的训练经历，我感觉
年龄不是问题。”孟庆军说，

“大龄运动员身体机能已经
成熟，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
需要的是转换自己的专项技
能。小运动员的培养，你既得
练他们的技术，还得练习身
体，在他们身上花费十年的

精力，大龄运动员一年可能
就足够了。”

精心准备，
选材精益求精

据了解，本次选拔测试
项目，主要包括无氧功率测
试、最大摄氧量测试等，以此
来考核运动员的身体机能，
共有七个省市自治区的146
名运动员参加了测试，其中
山东57人。

据在场的山东省体育科
研中心青少部主任蔡成法介
绍，我省的跨界选材工作从今
年年初就启动了，此前还进行
过速滑项目的测试选拔。

为确保测试精确性，省
科研中心还配备了目前国内
最先进的智能跑台，“为了更
好地完成这次测试选拔工
作，科研中心整体工作安排
都为之让路，为选材工作提
供充分的时间、人员和仪器
设备保障。此次测试进行的
有氧能力、无氧能力以及身体
成分、身体形态等评估结果，
经汇总处理完的数据将交由
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来进
行筛选，后期我们也会全力配
合总局冬季项目管理中心为
备战冬奥会进行一些更细致
专项的测试。”蔡成法说。

“这次跨界跨项选材在
前一次选材的基础上，范围
更大，通过山东的大力支持
和精心组织，相信一定会帮
助这个项目取得很大的进
展。”关惠明说。

本报讯 7月4日，距离
第二十四届省运会开幕还有
100天的时间节点，省运组委
会在青岛五四广场举行了倒
计时100天启动仪式。

省运会倒计时100天，标
志着第24届省运会办赛工作
全面进入了实战阶段。以此
为契机，再接再厉，以更高的
标准、更加扎实的工作完成
好今后的筹备工作任务，努
力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
平”的体育盛会，向全省人民
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仪式结束后，组委会和

竞委会各部室人员进行了省
运倒计时100天座谈会。会
上，省体育局局长李政对青
岛在省运前期的筹办和竞赛
组织等方面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李政指出，四年一届的
省运会是一项以青少年参与
为主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办
好省运会，不仅可以展示全
省体育发展成就，还可以很
好展示山东经济社会的发展
成果。各部门在今后工作中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重新审视和定位省运会
的功能。如今的省运会不仅
仅是竞技后备人才的展示，
同时也是群众体育、体育产
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
综合展示。二是各部门要尽
快进入战时状态。距离开幕
式虽然还有100天，但第一个
决赛项目7月16日就将打响。
竞委会各部门务必从第一个
决赛项目开始，高水平做好
各项接待保障和服务工作。
三是必须狠抓赛风赛纪和反
兴奋剂工作。这项工作是大
型赛事的核心问题，特别在

新形势下，各部门必须要提
高政治站位，确保比赛中不
能出任何问题。省体育局与
各市和各项目管理中心都签
订了责任书，如果出现赛风
赛纪和兴奋剂问题，将按照
规定进行严厉处罚。四是加
强安全保障工作。包括安全
保障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各部门都要按照大型活动和
赛事的要求，进行部署和落
实。五是坚持节俭办赛，将节
俭务实理念贯穿筹备和办赛
工作全过程。

(宫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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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反兴奋剂教育
讲师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 7月4日-6日，省体育
局和省教育厅联合举办山东省高校
反兴奋剂教育讲师培训班，来自全
省64所高校的反兴奋剂教育讲师参
加了此次培训。我省是全国首个在
教育系统开展反兴奋剂教育讲师培
训的省份。 (程晓楠)

体育大看台

全国竞走冠军赛
山东夺男子团体冠军

本报讯 7月3日，2018年全国
竞走冠军赛在内蒙古赤峰市落下帷
幕，山东竞走队获得男子团体赛冠
军，继续保持了国内领先的水平。此
外山东队还收获3银3铜。

《星耀绿茵》在潍坊发布

本报讯 日前，首档足球泛娱乐
网综《星耀绿茵》新闻发布会暨战队
海选启动仪式在山东潍坊举行。启动
仪式在潍坊星河露营地的户外草坪
举行，出品方“世屹集团”“爱奇艺”，
创制运营方“启九体育”，联合运营方

“视宠娱乐”“狼腾传媒”“中视金诺国
际影视”，以及活动协办单位“晓彤舞
蹈”“茗艺化妆”“星河露营地”，活动
赞助支持单位“周小七智能工厂”等
机构的领导嘉宾亲临现场。现场发布
了三位战队队长，确定了首支战队名
称和《星耀绿茵》的节目形式。据悉，
首支“追梦世界杯战队”选拔将在7月
15日世界杯决赛之夜呈现。

象甲联赛第八轮
山东一平一负

本报讯 7月6日和8日，“腾讯棋
牌天天象棋”2018全国象棋男子甲级
联赛第七和第八轮比赛接连进行。山
东中国重汽队坐镇日照五莲主场，迎
战传统豪门上海金外滩队，结果两战
一平一负，积分也滑落至第十一位。

两队交战，山东中国重汽队并不
被看好，但是在6日率先举行的第七
轮比赛中，山东队表现出了顽强的作
风，陈富杰、刘子健、谢岿、李翰林分
别顶和了孙勇征、万春林、赵玮、谢
靖，两队各拿一分皆大欢喜。8日两队
再战却风云突变，首盘比赛山东队谢
岿教练亲自上场就被对方的孙勇征
击败，第二盘刘子健战平万春林后，
陈富杰、李翰林又接连输给了赵玮和
谢靖，山东队最终大败。

八轮过后，京冀联队登上积分榜
首，上海厦门暂居二三位。今年的象
甲依然处于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

(马纯潇)

驻济体育记者
检测体质庆体育记者日

本报讯 7月2日是“国际体育记
者日”，省体育记者协会联合省国民
体质监测中心举办驻济体育记者体
质检测活动，庆祝这一节日。当天下
午的活动中，十余家驻济新闻媒体的
近30名体育记者、编辑进行了握力测
试、坐位体前屈、纵跳、平衡能力测
试、台阶试验、身体成分测试、骨密度
测试、动脉硬化测试与评价、糖尿病
风险评估等项目的检测。检测完毕
后，由专家出具综合评价报告和运
动处方。

为增进省内体育新闻工作者间
的交流，引导和鼓励记者、编辑参加
健身活动，省体育记者协会每年均
会举办国际体育记者日和中国记者
节主题活动，驻济新闻单位乒乓球
羽毛球比赛已形成届次。

运动员们正在进行跨界跨项的选拔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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