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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国际滑联短道速滑

世界杯荷兰站于当地时间 28 日在多

德雷赫特收官，中国队以两金一铜结

束荷兰之行。可喜可贺的是，通过四站

世界杯比赛，中国队已拿满北京冬奥

会参赛资格。

本赛季共四站世界杯比赛，全部是

北京冬奥会资格赛。根据积分规则，四

站比赛过后，只有中国、加拿大、韩国和

荷兰队拿满每队男子5人、女子5人共

10张奥运入场券。中国队和荷兰队成

为最大赢家：不仅拿满了 10 张奥运

“门票”，而且在每个单人项目上还拿

满了3个参赛资格。加拿大队和韩国队

在某些单项上未能取得满额参赛资格。

当日女子 1000 米比赛，三位中

国选手韩雨桐、张雨婷、张楚桐均在四

分之一决赛就被淘汰，韩国名将崔敏

静获得冠军。男子 1000 米比赛，武大

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位列小组第二晋

级，但半决赛仅列小组第四，没能晋级

决赛。安凯则止步四分之一决赛。最终

匈牙利的刘少昂夺金。

女子 3000 米接力，由范可新、韩

雨桐、张楚桐和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

半决赛排名第三无缘争冠。男子 5000

米接力半决赛，中国队派出安凯、任子

威、孙龙、李文龙出战，以小组第二晋

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位列最后一

名。韩国队最终夺冠。

2000 米混合接力半决赛，中国队

由范可新、任子威、孙龙、张楚桐组成，

以小组第二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

位列第三，获得铜牌。荷兰队夺冠。

晨报记者 甘 慧

从阿联酋沙迦返回后，国足一直

在苏州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李铁

教练组带队进行训练，从而让国脚保

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准备 12 月 12 日

重燃战火的中超联赛。

树欲静而风不止。看似平静的国

足，很可能会迎来一场换帅风波。中澳

之战后，李铁在赛后发布会上充满争

议的言行，以及涉嫌违规在社交平台

上“发图带货”，损害了国足赞助商的

利益，引发了轩然大波。近日，一篇

《李铁的商海江湖》以及《足球报》爆

料的李铁用国脚资格置换利益，更是

将李铁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种

情况下，换帅的呼声越来越高。

撇开《李铁的商海江湖》以及

《足球报》的爆料是否完全属实不谈，

单就李铁发布会的言论以及涉嫌违规

在社交平台上“发图带货”，都足以令

其下课。毕竟，这影响到了国足的形

象，也损害了国足的利益。因而，李铁

下课很可能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

目前，足协主席陈戌源以及国管

部部长陈永亮都在苏州，与国足一起

隔离观察。按照计划，国足将于 12 月

2日结束为期 14 天的封闭隔离，随后

按规定被集体转至上海继续接受为期

7天的“自主观察”，期间球队不会安

排训练。这意味着李铁教练组的带队

训练任务，随着球队结束苏州的隔离

而告一段落。不出意外的话，国足换帅

应该会在 12月 2日之后才有定论。

李铁下课的话，谁来接任烫手的国

足帅位呢？受疫情影响，足协可考虑的

人选范围并不大。目前，接替李铁呼声

最高的人选是现武汉队主教练李霄鹏。

晨报记者 俞 炯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2021 休

斯敦世乒赛产生了第一块金牌。中

国组合王楚钦 / 孙颖莎十分轻松

地以 3∶0 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智

和 /早田希娜。

王楚钦 / 孙颖莎这对 00 后

混双组合，显然就是为了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准备的。他们在本届

世乒赛上一路过关斩将。尤其是

在林高远和王曼昱分别和美国选

手组成跨国组合参加混双比赛之

后，两人肩负起了中国队夺金的

重任。

无论是王楚钦，还是孙颖莎，

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在日本组合之

上，配合上也相当有默契。所以比

赛完全没有悬念。

王楚钦 /孙颖莎以 11∶2、11∶5

和 11：8，直落三局取胜。继上一届

世乒赛许昕 /刘诗雯之后，再一次

将混双冠军奖杯带回了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女将

孙颖莎本届世乒赛的第一场决

赛，表现出色的她在参加的三个

项目上全部进入了冠亚军争夺

战。除了混双之外，孙颖莎先是

昨天凌晨搭档王曼昱挺

进女双决赛，对手日本组

合除了混双决赛中遇到

的早田希娜，还有名将伊藤美诚。

女单中国选手包揽四强，孙颖

莎在昨天上午的半决赛中，4：1 战

胜队友王艺迪也晋级了决赛，对手

是自己的女双搭档王曼昱。作为新

科全运会女单冠军，王曼昱半决赛

中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以 4∶3 逆

转战胜了东京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得主陈梦。

男单方面，樊振东 4∶1 击败队

友梁靖崑，有望去争取自己的第一

块世乒赛男单金牌。2017 年世乒

赛上，樊振东也曾打入过决赛，不

过惜败于老将马龙。今年的东京奥

运会上，樊振东再度在决赛中输给

了马龙，还是未能拿到世界顶级大

赛的男单金牌。

如果能在今天的休斯敦世乒

赛男单决赛中战胜瑞典超新星莫

雷加德，也就意味着世界排名第

一、新科全运会冠军、24 岁的樊振

东将真正接班成为中国男乒的一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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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带着“马语学前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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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颖莎（右）/王楚钦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晨报记者 孙俊毅

11月 29 日下午，上海市体育发

展基金会体育文化专项基金成立暨

“华天 ·人马一心”公益项目启动仪

式在体育大厦举行。

据悉，该基金旨在通过吸引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赠，为上海体育

文化发展提供公益资金支持，在传承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丰富体育文化产

品、打造体育文化品牌活动、促进体育

文化繁荣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成立

仪式上，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体育

文化专项基金的首批资金捐赠来自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达承慈善专项基金及

上海东浩兰生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现场，华天将跟随自己多年的印

有中国国旗和国徽的头盔以及他在

东京奥运会比赛时用过的马蹄铁捐

赠给上海体育博物馆，并对到场的青

少年马术运动爱好者讲了一节生动

的“马语学前班”，普及马术的知识。

同时，“华天 ·人马一心”公益项目 29

日也在沪正式启动。仪式上，华天为该

项目亲笔书写了“人马一心”书法长

卷，并与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

市慈善基金会达承慈善专项基金负

责人一同为长卷盖章，共同启动“华

天·人马一心”公益项目。

“华天 ·人马一心”公益项目将

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马术运动，

了解背后的文化及精神内核，体验马

术运动的乐趣，帮助青少年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助力综合素

质教育。

据悉，“华天 ·人马一心”公益项

目将推出“马语学前班”课程，采取

公开课的形式进入上海市的各个中

小学，面向社会招募学员参加马术和

马文化交流体验活动。同时还将制作

“马语课代表”小视频，不仅通过华

天，还将通过更多小骑士传播马术及

马术文化。

活动中，华天与到场的青少年马

术运动爱好者以及“上海体育”粉丝

代表进行了近距离交流，通过讲述自

己一路走来的成长故事以及三届奥

运会经历，展现了真正的骑士精神。

目前为止，华天参加了三届奥运

会，分别是北京、里约和东京。2008

年稚嫩的他参加了北京奥运会，但结

局并不圆满，大多数人只记住了他坠

马的经历，华天认为他应该感谢那次

坠马，“没有那次坠马就没有后来的

我，没有那一刻，我也不认为我会时

刻拼尽全力，我不会如此渴望再次征

战奥运比赛，去证明我们可以做到，

中国可以做到。”

明年亚运会将在杭州举行，华天

对此非常期待，“北京奥运会的马术

项目是在中国香港进行的，杭州亚运

会将是我第一次代表中国在中国大

陆比赛，对此我非常期待。”

公益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