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雪视野 72011 年 11 月 29 日

本版主编：张耀光 编辑： 刘露非

纪俊峰文/图
2011年亚洲冰球联赛是从9月17日在日本开

始举行。所有7支队都将进行36场比赛，其中主场
18场，客场18场。 到11月24日，中国龙之队已经打
过13场主场比赛，目前积分排在第7名。 其他各队

积分排名从一到六分别为：日本日光队、
韩国安阳汉拿队、韩国高一队、日本制纸队、

王子制纸队、日本自由刃队。
在一个冰球队中， 四个方面的人员至关重

要：守门员、比赛的组织者、后卫、得分手。 其实力
决定着一个队的水平。 中国龙之队这四个关键位
置的队员表现怎样？ 跟其他队相比谁高谁低呢？

冰球比赛中常有队员犯规被罚出场，场上出
现短时双方人数不等的

情况。 这是得分的好
时机， 也是失分的危

险关口。 中国队是否抓住了机会是否度过了关口
呢？
●门将成功率不高

冰球队的守门员就单个队员来说是最重要，
关键时刻往往单独作战，谁也帮不了。 龙之队这
个赛季一号守门员是日本外援酒井大辅。 今年24

岁，2009年曾担任日本东北自由刃队的守门员，
目前为止其整体表现正常。 至11月24日打了13
场，酒井上场11小时37分38秒，被射511次，失86
分，救起425次，救球成功率为83%；中国队二号守
门员刘志伟上场1小时19分46秒，被射44次，失6
分，救起38次。 救球成功率为86%。 从救球成功率
看，刘志伟好些，但酒井的上场时间是刘志伟的
10倍。 重要的比赛主要是酒井在把关。

下面看看中国一号门的成功率与日本、韩国
队的一号门有何区别：

日本日光队为92%、王子制纸队92%、自由刃
队为90%；韩国安阳汉拿为92%、高一队为89%；中
国龙之队为83%。 由此可见中国队的差距是显而
易见的。
●后卫相对表现出色

在后卫和比赛组织者这两个位置上，中国队
王大海表现最突出。 王大海到2011年已连续14年
代表中国队参加世锦赛， 连续7年参加亚洲冰球
联赛，是队中的一宝。这是个全面型选手，在防守
和组织方面都经验丰富，助攻积极，有他在场队
友们会更加有信心。
●得分手进球不多

中国龙之队近几年得分手中的佼佼者当属
哈尔滨的张威扬。 在已经打过的13场比赛中他打
进了5个球，积5分，在中国队员中得分最高。 龙之
队外援得分手的成绩跟张威扬的成绩相近。 跟其
他队最好的得分手相比，中国队员的成绩还相差
很远。 韩国高一队的外援米歇尔已经打进23个
球，协助23次。 按照国际冰球联合会的记分方法，
进一球得一分，协助一次同样得一分，米歇尔已
经得了46分，比张威扬高出41分，这是个不小的
差距。 在24日出炉的联赛得分排名榜中，中国队
员包括外援没有一人进前30名。 可见龙之队在这
一致命环节是个短板，在比赛中为什么失利就很

清楚了。 加强得分能力将是提高中国龙之队水平
的关键。
●“多打少”还应打得更好

赛场上“多打少”是得分的好时机，俗称宝来
了。应该是设法得分，起码不失分。中国龙之队在
比赛中的多打少表现怎样呢？ 与其他队比较如
何？

韩国高一队为1小时59分，得22分，失1分。 安
阳汉拿队是2小时26分，得21分，失2分。 日本日光
队2小时17分，得25分，失1分。 制纸队2小时11分，
得19分，失0分。 自由刃队1小时42分，得12分，失2
分。 王子制纸队1小时42分，得11分，失1分。 中国
龙之队多打少是1小时42分，得7分，失7分。

从这组数字能够看出，中国队在多打少方面
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还应该打得更加好。
●“少打多”难关难过

比赛中，“少打多”是失分的危险时刻。 对方
会精心设计，千方百计得分。 自己队应该是设法
防守得分，尽量做到不失分。 有机会还可以打反
击。

中国队与各队在比赛中少打多的比较：自由
刃队是2小时31分，失12分，得2分。 王子制纸队1
小时22分，失10分，得0分。 日光队2小时19分，失
18分，得8分。 制纸队2小时14分，失25分，得0分。
安阳汉拿队1小时45分，失11分，得1分。 高一队少
打多是1小时50分，失17分，得2分。 中国龙之队1
小时56分，失24分，得1分。

从这组数字能够看出，中国队遇到少打多这
个难关时，要奋力度过，设法把不好打的球打得
更好。

亚洲冰球联赛赛程近半

中国龙之队荆棘满途

本报记者 王向娜
共有7支来自北京、香港、哈尔滨，

包括小狼队、北京世纪星、哈尔滨明日
之星及香港冰球训练学校校队参加的
青少年冰球挑战赛11月25日至27日，
在北京浩泰冰场进行， 本次比赛分两
个年龄组别，全部比赛分三站，除北京
外， 明年1月和3月还将在哈尔滨及南
京进行， 再以各队的全年总积分来决
定联赛排名。

本次比赛由香港业余冰球会主
办，是第二届“青少年冰球挑战赛”，作
为两岸青少年冰球文化及技能交流的
良好平台， 比赛旨在推广青少年冰球
发展，通过比赛培养青少年顽强拼搏，
不轻言放弃， 以及团队精神和自强自
立的精神， 让更多的青少年有一个相
互交流的良好平台。

香港业余冰球会主席胡文新一向热心支持
两岸冰球运动发展，先于2001年成立香港业余冰
球会，继而于2007年创办了香港冰球训练学校。他
曾于2008年赞助中国女子冰球队，支持女冰国家
队备战2010年和2014年冬奥会。

中国冰协秘书长于天德表示， 希望所有参
赛运动员可以借此赛事， 充分享受冰球运动的
魅力， 也希望赛事的举办能够吸引更多青少年
关注并参与。

本报记者 王向娜
11月25日至27日， 一场青少年冰球挑

战赛在北京浩泰冰场举行， 中国冰球协会
秘书长于天德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比赛，并
为表现出色的青少年球手颁奖。 他说，中国
冰球队要想有好的发展，必须从娃娃抓起，
而从参赛运动员表现看，他相信，中国冰球
的未来会很光明。

此 次 比 赛 参 赛 的 小 球 员 分 成

1999-2000年出生， 以及2001-2002两
个组别参赛，而据浩泰冰场相关人士介
绍，此前这里还曾举办过更低年龄组的
比赛， 最小的上场球员是2006年出生
的，只有5岁。

“冰球是职业化项目，国际上，很多
球员都是三岁滑冰， 五岁开始比赛，23

岁左右打到职业队。”于天德介绍说，而
包括他在内的中国冰球运动员，都差不
多到了10岁左右才开始接触冰球，再加
上国内冰球氛围冷清， 极少有参赛机
会。 国外选手一般是有参加500场比赛

的积累后才可能成材， 而中国的冰球运动
员有些直到退役参加的比赛场次也就只有
20至30场。

“看了小队员的比赛， 都是10岁左右
的，没想到能打得这么好！ 这个年龄能打出
战术配合， 看得出来他们在同年龄段已经
和国际接轨了，我们冰球发展这么多年，从
来没有真正和国际接轨过。 ”于天德感慨地
说。

他还介绍说， 目前中国的冰球运动并

不发达， 极富传统的东北地区也仅有极少
数地区开展，但同时在北京、上海、深圳，包
括中国香港等地， 则有不少孩子开始打冰
球， 一些青少年冰球赛也在民间的支持下
应运而生。“胡文新先生对冰球很执著，他
给中国冰球很大的支持， 连续6年赞助女
冰，同时他也抓冰球的普及，举办了这次青
少年比赛， 甚至包括哈尔滨队的参赛费用
也都是他给出的。 ”于天德介绍说，由于东
北地区经济欠发达， 还不能轻易负担像青
少年挑战赛这样的民办赛事， 孩子们出来
打比赛很难。

“从目前看，冰球的青少年这一块发展
并不相同， 东北一些队伍依然沿用了体校
的模式，打球的孩子进行专业化训练，不读
书。 而北京、 上海等地的孩子边打球边读
书。 我们也在探讨，从职业化的特点看，后
者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于天德
说。 他再次提到了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将冰
球与学校结合的模式，在校际间进行联赛，
家长、学校都会很支持，而在国内，冰球运
动目前尚未得到家长和学校的支持。

“未来的冰球发展， 我们也在积极探
索，为打冰球的孩子创造‘出口’，能够让他
们打球， 出国打球， 同时在比赛中形成系
统， 在7岁到10岁的小队员中多开展比赛。
我相信等目前的小球员长大后， 中国的冰
球一定会有大的提高。 ”于天德说。

记者：想问一下您组织青少年邀请赛的
初衷。

胡文新：国家的冰球发展，要想在国际
上有位置，一定要有集训，要从小孩子开始。
这次我们的比赛来的队伍有北京、 上海，还
有哈尔滨，他们都经过训练，我们再找个机
会让他们打比赛，给他们一个平台，一个方
向。 青少年邀请赛今年是第二年，我很希望
其他有兴趣的城市也来参加，有更多的小孩
子喜欢上冰球项目。

举办比赛的目的是希望普及冰球运动，比
如这次青少年比赛， 就会有很多家庭前来观
看，媒体、教育界也能对冰球运动加深了解。

记者： 您在中国香港有个冰球学校，现
在又组织了一些比赛，想知道您对于青少年
冰球的发展还有什么系列性的计划？

胡文新：在香港，我们在中学和小学都
做了不少推广， 中学联赛也举行了好几年，
接下来可能会开展小学校的冰球联赛，已经
做过一年，做这些都是为小孩子训练确定一
个目标，这也有利于小孩子早早拟定奋斗目
标。 在我们冰球学校训练的小孩子现在已经
超过了300人。 我们也和一些学校有过沟通，
小孩子和同学们可以一起去打球，对于他们
的身体以及合作方面都有帮助。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在中国女子冰球
队最困难的时候， 无条件地赞助了这支队
伍，没有任何回报。

胡文新： 赞助女子冰球队也是个契机
吧，看到一些报道，说中国女子冰球队的条
件比较艰苦， 在香港也见到了这支队伍，希
望给点支持吧。 我自己爱好这个运动，也希
望冰球运动在国内能有一个大力的发展。 于
是就与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了沟通，想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内给予帮助，他们在得到支持后
我也安心了很多，希望能够继续有进步吧。

记者：从青少年到女子冰球国家队，您都
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您自己也打冰球，冰球到
底有什么魅力能让您付出这么多？

胡文新：通过这几年和国家队的合作，以
及举办各种活动，我也希望能继续支持冰球
项目， 让喜欢冰球的人能有机会去训练、比
赛，增长多一点经验。

我个人打球，今天在这里，我明天回香港
后还要打一场比赛……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
机会看到冰球， 我自己是从2000年开始打球
的，打球的时候可以暂时不想工作的事情，能
平衡工作的压力。冰球速度很快，对抗也很激
烈，现在香港打球的人很多，看球的人更多！
比如看冬奥会，看一些高水平的比赛，和别的
项目相比，冰球的速度是最快的，这可能是它
最大的魅力吧。

———专访香港业余冰球会主席胡文新本报记者 王向娜
单看外表， 很难把文质彬彬的胡文新

与激烈对抗的冰球运动联系起来， 更想不
到这位知名企业老总会是一个打了十余年
冰球的发烧友。两天前，记者见到了这位中
国香港合和实业董事、总经理，出现在北京
浩泰青少年邀请赛上的他， 身份既是中国
香港冰球学校的参赛方代表， 同时又是该
赛事组织方香港业余冰球会的代表。他说，
他有着一颗热爱冰球运动的心， 冰球运动
给他带来了很多，希望能搭建一个平台，让
更多的小孩子来打冰球， 他自己也愿意为
冰球的发展作出努力。

胡文新的头衔很多，1972年出生于香
港的他， 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99
年， 他又取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在担任香港合和实业董事、总经
理后，他分管的范围包括物业、公路、基建、
酒店、电厂的项目发展以及企业管理、持续
发展和社会公益等许多方面。 他还曾获得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等诸多荣
誉。但他最喜欢的头衔只有两个，一个是香
港业余冰球会主席，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冰
球协会特邀副主席， 由此可见其对冰球的
热爱程度之深。实际上，胡文新更是把冰球
运动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他不但多次以个
人名义资助中国女子冰球队， 为国家队解
燃眉之急，还在香港开办冰球学校，并多次
组织青少年冰球邀请赛， 儿童冰球夏令营
等活动， 为目前仍处于冰冻期的中国冰球
倾力而为，送上一缕温暖。

胡文新并不善言谈， 但在与本报记者
谈起冰球以及他所钟爱的冰球事业时，却
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见解和思路。

11月27日于长春落幕的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 黑龙江冰
上训练中心的刘秋宏接连拿到女子500米、1000米和全能三枚
金牌，状态回归指日可待。

率先进行的男女1500米争夺中， 吉林省冬管中心选手韩
天宇夺得男子冠军，女子金牌则被李坚柔摘得。刘秋宏在女子
500米项目发威，以44秒518夺冠，她还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金
牌，成绩为1分34秒395。 男子500米的金牌被吉林省冬管中心
选手杨飞所得。 1000米冠军则属于其队友魏继光。

最终，凭借几项综合表现，刘秋宏摘得女子全能金牌，男
子全能金牌属于吉林选手韩天宇。

以赵楠楠领衔的长春队摘得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 男子
5000米接力金牌被吉林市队夺得。 王向娜

中国单板滑雪U型槽队近日结束了在北京体育大学为期
10周的体能训练，赶赴美国，参加在科罗拉多州铜山举行的
美国滑雪板大奖赛。

美国滑雪板大奖赛将在12月7日至10日举行。 此次出征
中国队将派出6名队员，其中女队员包括蔡雪桐、李爽、孙志
峰、许秀娟，男队员派出史万成和张义威。

美国大奖赛是一个系列赛，已举办了16年，中国队参加
的是第一站。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够锻炼运动员，在取得好
成绩的同时提高中国选手在单板界的知名度。 因为单板滑雪
除了国际雪联世界杯赛还有很多重要赛事，而顶级运动员参
加世界杯赛并不多。 接下来，中国队还要参加一个耐克公开
赛，时间暂定于下月16日至18日，赛后队伍将回国参加全国
锦标赛。

目前队伍正在美国调整和备战， 由于铜山海拔较高，接
近4000米，队伍首先要适应高海拔。 周 圆

本报记者 王向娜
北京时间11月27日， 花样滑冰大奖赛

俄罗斯站比赛在莫斯科结束， 这是本赛季
大奖赛的最后一站， 各项目的总决赛名单
也随之产生。 在中国和法国两站表现优异
的中国男子单人滑小将宋楠没有等到好消
息，以0.03分的微弱差距无缘总决赛。

双人滑比赛中，德国名将萨维琴科/索
尔科维发挥出色，超过200分的好成绩确保
金牌， 男女单人滑的金牌归属于日本选手
羽生结弦和浅田真央。 冰舞冠军则毫无意
外地被美国组合戴维斯/怀特摘得。

本站比赛没有中国选手参加， 但由于
关系到总决赛资格，尤其是男单比赛，更为
中国观众所关注。 日本新秀羽生结弦以
241.66分夺得金牌。 而西班牙选手费尔南
德兹凭借自由滑的优异发挥摘得银牌，也
拿到了一张总决赛门票。

尽管以毫厘之差未能晋级总决赛，但
宋楠在“中国杯”和法国站比赛中的优异表
现，仍让人看到了这位21岁选手的实力。

双人滑争夺中，萨维琴科/索尔科维状
态有所回升，尤其是自由滑《皮娜》表现得
非常出色， 两人在本赛季的分数也首次突
破了200分，最终以208.69分顺利摘得一枚
金牌。俄罗斯组合川口优子/斯米尔诺夫列
第二位。 两对组合都顺利拿到了晋级总决
赛的资格，中国选手张丹/张昊同时也以两
站第二名的身份顺利抢到一张总决赛门
票。

和男单一样， 女单俄罗斯站的争夺也
与总决赛资格密切相关， 日本美少女浅田
真央终于发力，以183.25分摘得金牌，顺利
晋级。 俄罗斯选手里奥诺娃和斯托尼科娃
分列二、三位。

●亚洲冰球联赛： 作为一项国际冰球联
合会组织的跨国联赛， 亚洲男子冰球联赛创
建于2003-2004赛季， 目前参赛球队有中国、
日本和韩国共7个队。 2004-2005赛季，中国队
首次参赛。 2011-2012赛季将进行136场比赛。
从2011年9月17日至2012年2月26日进行126场
常规赛，2012年3月3日至3月25日进行10场季
后赛。

●中国龙之队： 中国龙之队成立于2004
年。 曾多次参加亚洲冰球联赛，主教练来自日
本，主要队员来自于哈尔滨队和齐齐哈尔队，
日本方面提供5名外援， 他们是酒井大辅、菊
池秀治、本间光一、近藤胜将、高桥皓介。

●多打少：对方队员有人犯规被罚出场，
自己队从而形成短时间人数多于对方， 简称

“多打少”。
●少打多：比赛中，自己队员有人犯规被

罚出场， 从而形成短时间人数少于对方，简
称：“少打多”。

●一号门： 一支冰球队一般有两名守门
员，一号守门员也称一号门。

为小孩子早拟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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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楠无缘总决赛

信息速递

全国短道速滑赛刘秋宏三金

中国单板滑雪队赴美备战

链 接

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暨第十二届冬季运动会预赛于11月
27日在黑龙江冰上基地落下帷幕。比赛共有18个小项，产生20
枚金牌。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代表队成最大赢家，共收获14
枚金牌。 其余6枚金牌分别归属于辽宁省冬季中心、吉林省冬
季中心、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哈尔滨队和齐齐哈尔队。

在26日的角逐中，女子短距离全能500米、1000米，男子短距
离全能500米、1000米四项比赛的全部金牌被黑龙江省冰上训练
中心所包揽。 27日是比赛的最后一天，除了男子短距离全能500
米的金牌被哈尔滨队的郭强夺走外， 女子短距离全能500米、
1000米，男子短距离全能1000米3枚金牌都被黑龙江省冰上训练
中心代表队摘得。另外，男子8圈集体滑和女子6圈集体滑的冠军
分别被解放军冰上训练基地和齐齐哈尔队瓜分。 本次比赛黑龙
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的张忠奇和张爽分别获得男子和女子全能
总分的冠军。 王向娜

全国速滑冠军赛完美收官

哈尔滨队选手郭强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 胡文新（ 左）和于天德赛后与当场最佳小球员合影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中国龙之队队长张威扬（ 右）在比赛中

■花滑大奖赛

名词解释

也要从娃娃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