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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队否认

美俄交易金牌黑幕

就在2014索契冬奥会第二个比赛日， 法国

《队报》曝出了一个惊人内幕：在本届冬奥会比

赛中美国与俄罗斯达成了私下协议， 他们正通

过本国裁判的相互合作， 通过不正当手段私下

瓜分金牌！ 美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随即对此进

行了否认和抗议。

《队报》撰文称，一位身份保密的索契冬奥

内部人士说， 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已经达成了一

项肮脏的协议， 他们将指示各自的裁判来帮助

对方，达到操纵金牌的目的！在双方的秘密协议

中， 美国队的任务是在花样滑冰双人滑和团体

赛中帮俄罗斯队赢得金牌， 而俄罗斯则需要帮

助美国队的戴维斯/怀特拿到冰舞项目冠军。

这则报道一经发布， 立即在索契冬奥村引

发巨震，美国代表团反应迅速，立即表示抗议。

美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在声明中说道：“《队

报》的报道绝对是假的！这里任何国家之间都

没有所谓走后门的情形， 我们不会再对这种谣

言以及没有可信来源的消息做出回应。”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整理

坡面障碍技巧是单板滑雪运动中的一

个项目，翻转、跳跃、抓板……种种人板合

一的超酷滑行方式让观者目眩神迷， 进而

情不自禁地产生要投身这项运动的想法。

但作为一个小众运动， 很多人根本找不到

入门的方式。 沈阳的单板滑雪圈发烧友小

特昨日就现身说法， 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了从事这项运动的一些基本知识。

初学者必须佩戴护臀

据小特介绍， 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运动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并不是随便一个

从未接触过滑行的“菜鸟”买上一套装备

就能立刻踏上雪板， 在雪地上腾飞驰骋，

“应该说学习单板需要具有一定的滑行经

验，比如有高山大回转的基本功。”小特说，

“当然， 光有高山滑行的基础还不足够，这

个项目比起大回转来要难很多。”单板的滑

法简而言之就是将双脚固定在雪板上，扔

掉雪杖，完全用身体重心来控制雪板。所以

很多初学者最开始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

没有雪杖的情况下控制雪板， 使其滑动起

来， 这就需要初学者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进行练习，一来可以掌握更规范的动作，避

免在自行摸索的情况下走太多的弯路，二

来也可以规避危险， 毕竟单板滑雪运动本

身就属于“高危”项目。

很多被电视中单板滑雪那些随心所欲

的转体， 酷炫的腾空与落地画面吸引的初

学者在最开始练习这项运动时都是狼狈不

堪的，完全与“轻盈优雅”无关，小特一阵

见血的表示：“所有从事这项运动的人都是

摔出来的！”在单板滑雪圈中，有一句俗话

就是“学单板是用屁股学出来的”，所有人

的初体验中大半时间都是在摔跤， 而且几

乎全部都是摔成“屁股墩儿”。所以，在进

行练习之前，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专业的护

臀，这是初学者必须要购买和佩戴的，否则

摔出肛裂来可不是开玩笑。

最低端三大件约卖3000元

在单板滑雪的装备方面， 除了护臀之

外，还有单板滑雪的三大件———雪板、鞋和

固定器， 可能很多早已通过入门阶段的高

手会认为使用皮带来固定鞋和雪板可以获

得更好的滑行感觉， 但初学者最好还是选

择可调节的固定器， 因为它能带来更好的

方便性， 使得滑雪者不用坐在雪地上就能

完成固定和调整。

据小特介绍， 这三大件最低端的价格

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 而在进阶到中级玩

家后， 滑雪者可能需要选择四五千元一套

的稍微高端一点的装备， 而更高端的装备

则大概在七八千元， 超过万元一套的三大

件已经算是特别好的了。 而这只是从事这

项运动最基本的装备，其他的还有头盔、滑

雪服、手套、雪镜以及刚才提到过的护臀，

这些都将给滑雪者带来提供保暖和安全，

而保暖性和防护性当然是越贵越好。 这样

算起来， 置办全套单板滑雪的费用也是不

菲的———这和其他极限运动十分相似。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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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今年首次成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昨日一捷克选手在跳跃时头盔摔裂，众人再次惊叹该项目的危险性

“雪山飞狐”？ 最怕脸先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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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火索契冬奥会

玩转单板滑雪

坡面障碍技巧

坡面障碍技巧是冬季极限运动会转

入冬奥会的运动项目。 该项比赛刺激、观

赏性很强。比赛中，运动员在高速通过赛

道上的各种障碍时，飞行、跳跃、翻腾，展

示自己高超的技巧和创意。因为每个赛道

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参赛者还需要具

备很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得分

进球献给女儿愿望落空

巴神难过得哭了

昨晨在意甲第23轮比赛，那不勒斯主

场以3比1逆转战胜AC米兰， 本赛季对红

黑军团完成双杀， 西多夫执教AC米兰后

遭遇意甲首败。当AC米兰以1比2落后时，

表现不佳的巴洛特利被帕齐尼换下。巴神

下场后默默坐在替补席上，用棉衣上的帽

子遮住脸，当他拿掉棉衣，脸上竟然挂满

泪水。 对此，《米兰体育报》 给予深度剖

析，表示巴神是因为刚刚承认出生于那不

勒斯附近的女儿皮娅而哭泣。巴洛特利原

本希望在对阵那不勒斯时破门，为爱女献

上一份迟来的礼物，未料计划落空巴神愧

疚落泪。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整理

成足热身战平力帆

两名外援均未亮相

昨日成都天诚队前往重庆， 与重庆

力帆队进行了热身赛， 这也是成足在春

节收假后的第一场热身比赛。 成足昨日

派出了全华班阵容， 最终凭借张智超的

进球，成足1比1逼平了重庆力帆队，终结

了在昆明冬训时热身赛6连败的尴尬纪

录。 上赛季的保级功勋外援布里斯已经

在春节后重返成都，并到双流基地报到。

而在皮洛加离队后， 球队一直空缺的中

卫位置也有了眉目， 在乌克兰超级联赛

萨波里兹亚冶金队效力过三个半赛季巴

西中卫马修斯·亨里克·洛佩斯也已经抵

达成都，这位左脚将今年将满29岁，身高

1米89、体重75公斤的他“硬件”条件出

色。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赛道

索契冬奥会的赛道分为六段， 坡面垂直落

差约为147米、长度635米。赛道最宽处为30米，

最窄处25米，总体耗雪4.3万立方米。前三段为

道具杆技巧段，后面三段是坡面跳跃段。在道具

杆技巧段中，选手们必须利用障碍（沟渠、道具

杆、轨道或连接段）滑出极可能多的技术动作。

在后面的坡面跳跃段中， 选手们则需要利用跳

台腾空， 做出多重转体动作， 得到更多的技巧

分。

昨天， 在索契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中，美国选手贾米·安德森夺得冠军。通过电视直播，单

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这一首次进入奥运会的运动项目给

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项比赛极其刺激，观赏性

很强，但危险性却也是极大，几日来，不断有人受伤和退

赛，因为众多运动员抗议，组委会将赛道的坡度降低1.83

米， 但这似乎并没有让危险降低， 就在昨天的女子决赛

中， 捷克选手萨尔卡·潘乔楚娃在第二次跳跃落时摔倒，

连续翻滚数圈后才停下， 强烈的撞击使得她的头盔被撞

裂，好在人无大碍。

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属于单板滑雪运动的一个分

支，今年首次成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此之前，单

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一直是雪上极限运动中最惊险刺激

的项目之一。比赛中，运动员们从高度落差约147米的陡

峭雪坡上一冲而下， 期间不但要高速通过赛道上设置的

楼梯、楼梯扶手等障碍物，还要经过连续三个半U型跳台

加速后在空中做出飞行、跳跃、翻腾等动作，展示自己高

超的技巧和创意。因为每个赛道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

参赛者还需要具备很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规则规定，这

项比赛运动员都须戴头盔。

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 选手们往往选择难度更高的

路线和动作，也使得危险性越来越大。著名影星，同时也

是单板滑雪爱好者夏雨曾回忆：“当我第一次从滑板上飞

出去， 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一头撞在垃圾车的把手上

……”。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哈达迪脚伤复发缺阵

爱家168客场2分惜败

在昨天进行的2013-14赛季CBA

第31轮比赛中，四川爱家168队客场挑战

联赛排名第五的浙江广厦。 在内线核心

哈达迪因脚伤复发缺阵的情况下， 爱家

168队打得极其顽强，最后以107比109憾

负，遭遇两连败。在常规赛仅剩3轮的情

况下， 落后第八名整整4个胜场的爱家

168队也彻底丧失了进军季后赛的希望。

本周三，爱家168队将在主场迎战北京金

隅。此外，亚篮网昨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

CBA联赛周最佳球员称号， 菲巴斩获此

项荣誉。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摔伤

索契当地时间2月3

日，挪威单板滑雪名将霍

尔格默在训练时摔倒在

栏杆上，脸部和肩部着地

的他送往医院后被诊断

为锁骨骨折，不得不退出

本次比赛。

●退赛

两届冬奥会单板滑

雪U型槽金牌得主肖恩·

怀特本来报名参加了坡

面障碍技巧这项比赛，却

在开赛前临时宣布退出，

“看到了霍尔格默受到伤

害，我感觉到造成伤害的

潜在风险是有点太多了。

我把本届冬奥会的目标

放在其他项目之中。”

●致伤率

有机构统计，单板滑

雪的致伤率是每人每天

4‰到6‰，是普通滑雪的

2倍。其中2/3的伤势是发

生在上半身，而普通滑雪

只有1/3是伤在上半身。

1
4
7

米

滑板

发烧友为成都商报记者现身说法

“学单板滑雪都是用屁股摔出来的”

CBA惊现1场比赛5个加时

昨晚的CBA第31轮比赛中， 福建队

主场迎战浙江稠州银行， 两支仍有一丝

希望晋级季后赛的球队打出了一场“疯

狂”的比赛。3小时03分钟，整整5个加时

赛，178比177，创造了CBA历史上单场比

赛时场、加时长度和得分的三项纪录。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起点

终点

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最主要的装备是滑雪板，这是一

种两头翘的滑雪板（Twin-tip� skis）， 也被称作花式滑雪板

（freestyle� skis）。这种滑雪板非常软，尾部翘起，在跳起落地

时可以提供更好的容忍度。同样长度下，花式板能够像全地

域板那样滑行。规则规定，这项比赛运动员都须戴头盔。

摔裂了的头盔

美国选手贾米·安德森昨夺冠军

和跳水、花样滑冰等其他技巧项目类似，单板滑雪坡面

障碍技巧得分依靠六位裁判的“总体印象分（Overall� im-

pression）”。裁判由国际滑雪联合会（FIS）选派，主要的考评

项目分别是：距离、难度、完成度、动作类目多寡和创新能力。

总分100分，去掉最高、最低的两个得分，中间四个得分的平

均值，即为参赛者该动作的得分。选手们有两次机会，最后的

得分取两次滑雪中的最高分。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