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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轮滑在影视作品中最让人过

目难忘的瞬间，还要数成龙的《十二生

肖》了，在这部电影中，成龙扮演的杰克为

了保护“圆明园”十二生肖中失散的最后四

个兽首，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敌人的飞车追

杀，一向机智的成龙大哥迅速穿上轮滑装，

化身轮滑变形金刚花式闪躲敌人的飞车追

击，从而造就了《十二生肖》中最为精彩的一

幕。

和《十二生肖》如出一辙，鹿晗在电影

《我是证人》中也上演了一幕穿上轮滑鞋躲

过坏人追杀的精彩场面。事实上，在拍摄

《我是证人》之前，鹿晗还不会轮滑，但自从

接触了轮滑后，鹿晗就爱上了这项超酷又刺

激的运动。
要说真正以“轮滑”为主题的电影，还要

数一部2009年的旧片《轮滑女孩》，影片讲述

了在美国一个普通小镇里，生活着一个并不

开心的少女布里丝·卡文德，她迷恋摇滚乐，

对人生有别样的憧憬，却常被母亲打扮成乖

乖女。在一次偶然机会里，看到别人穿着轮

滑鞋滑行，她的两眼灼灼放光，于是布里丝瞒

着父母，偷偷加入童子军轮滑队，在紧张激烈

的训练和对抗中，布里丝结识了不少好朋友，

同时也找到久违的乐趣，她勇往直前，摔倒了

爬起来，又被撞倒，然后再站起来，这是一部

经典的励志催泪电影。
而说起明星圈里的滑板、轮滑高手，夏雨绝

对跑不了。当年15岁的他因为一部电影爱上

了滑板运动，从此不可自拔。在滑板里找到了

另一个自己，不再害怕每天放学后被小混混欺

负，踩着滑板就能脚下生风，和一群志同道合

的小伙伴尽情享受广场、海滩、阳光。自己

DIY滑板装备，看电视里滑板视频反复揣摩

……后来还获得了青岛滑板比赛冠军。也正

是因为玩滑板才得以被姜文发掘，出演《阳光

灿烂的日子》，并拿到威尼斯影帝，一举成名。

而滑板更让他爱上了飞翔的感觉，滑雪、跳伞、

蹦极、帆板、冲浪……所有与极限相关的运动，

夏雨几乎都尝试过。张震岳喜欢极限运动在圈内是非常有

名的。BMX小轮车、滑板……反戴帽，

更成为他的个人标志。其中滑板、死

飞都是他的极限强项。TFBOYS成员王源也是疯

狂的轮滑爱好者，不但深夜

独自轮滑，还在微博上晒
出照片，“宁静的海边，

整条街都是我的了”。
要说喜欢滑行的

女明星，王珞丹要算一
个，自从在2014年饰
演了运动电影《破风》
中的女车手后，王珞

丹就爱上了各种运动，骑摩托、射击、骑自行车、

攀岩、潜水、划船等，不过最近她在微博中自曝

大量轮滑照，不得不说，虽然王珞丹近期没有什

么新片问世，但凭借滑板，还是聚拢了大量人

气。在采访中，王珞丹表示，作为演员要接触一

项新的体育运动，除了要克服训练的艰苦，保

持毅力，更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

张柏芝从走路就开始学滑板，是刷街

滑手中的战斗机。滑板是她的代步工

具，就连逛街也会带着。

在江苏队，徐梦锦的队友基本都
是七八岁时就进了专业队，而15岁才
开始专业训练的她，和队友们差距并
不大。“可能是两三岁时就穿着轮滑
鞋到处玩，在轮子上的感觉比较好
吧。”徐梦锦说。经过1个多月的专业
训练，徐梦锦在2017年第32届全国
速度轮滑锦标赛上夺得第三名。

通过一年的系统训练，徐梦锦的
潜力得到很大的激发。“以前200米一

圈，教练要求必须滑进21秒，我滑到
晚上10点多，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
没达标，现在滑到18秒都算是不太理
想的。”徐梦锦坦言，这一年来成绩提
高非常明显，如今在擅长的长距离项
目上，她已经进入一线队。

今年五一前结束的2018秦皇岛
轮滑节，同时也是国家队的选拔赛，
徐梦锦获得了1000米比赛第五名和
10000米第六名。

16岁的花季，大多数的孩子都在
享受多彩的校园生活，但徐梦锦却在
艰苦训练，每周只有一天假期，手机
只能每天使用两个小时。想家，她就
蒙着被子哭上一阵。“没有人不想当
冠军，我的梦想是进入国家队，队里
的师哥师姐们都走上了国际赛场，以
后我一定也会是其中的一员。”徐梦
锦说。

每隔一段时间，集训队都要进行
考核、复核，通不过的学员就会被淘
汰，淘汰率达80%，而娄佳怡的成绩则
越来越突出。随后，娄佳怡被并入南
京队，队伍也迁到南京集训。

在2017年12月24日举行的中国
滑板俱乐部联赛杭州桐庐站中，娄佳
怡动作一气呵成，夺得女子碗池组冠
军。今年1月21日，她又在哈尔滨站
中再次以零失误的动作夺冠。

4月25日，中国滑板俱乐部联赛
总决赛暨国际滑板公开赛在南京落
幕，来自国内及世界各地的近200位
滑板选手同台竞技，娄佳怡获得国内
女子碗池组第一名，国际组第三名。

从去年7月开始练滑板，不到1年
时间，娄佳怡已斩获三个冠军，但她始
终保持着初学者的谦虚：“街式滑板难
度更大，非常刺激，碗池则容易不少，
我现在只是练成了一些基本的腾空动
作，那种炫酷的空翻还无法完成，跟国
外的高水平选手有不小的差距，要学
的东西还很多。”

“我正在试着接受滑板文化，但骨
子里还是把滑板看作一项竞技运动。
来到国家集训队，目标自然是进入未
来的国家队，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6月中旬的亚运会选拔赛之后，
第一支滑板国家队就将诞生，娄佳怡
的奥运梦，或许就从此开始。

练了不到一年
武术小丫连拿三个滑板冠军

说到滑板和轮滑，你会想到什么?是速度轮滑的超人速度、花式轮滑的变幻多姿，还是碗池滑板的自由飞扬、
街式滑板的惊险刺激？不管哪种，我们都不陌生，广场和公园里，踩着滑板、穿着直排轮不停穿梭的年轻人随处
可见，电视电影中能看到各种惊险的轮滑、滑板极限运动。至少在很多家长眼里，玩这些的孩子往往被贴有不务
正业、街头混混的标签。2016年，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等5个大项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奥运
身份给了中国滑板运动新生的机会，新的金牌争夺点让中国体育部门对这项运动开始自上而下动员。作为街头文化的滑板，开始
走上“国家化”道路，更是让很多人改变了对滑板的看法。

与传统体育项目不同，过去20多年，中国轮滑、滑板运动主要靠民间商业力量推动发展。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不到3年，如何
组织一支国家队成为当下滑板界最重要的议题。一批有潜力的少年被紧急“收编”，加入以“跨界跨项”选材为主的运动员序列
里。在奥运东风的吹拂下，而那些追风少年，开启了他们的追梦之旅。

滑板滑板都进
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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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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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起
来！

你你
轮滑是她儿时玩伴
如今带她追逐梦想

●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

滑板作为一种舶来运动，在国内
一直依靠民间力量推动，跟省队、国家
队这种专业运动队自然沾不上边。在
滑板项目入选东京奥运会后，为了在
这一新兴项目上争金夺银，从国家层
面开始行动。据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
心一部主任、中国轮滑协会秘书长黄
强介绍，中国滑板运动的改革措施频
频、整个项目正在从过去非主流、边缘
化的状态向主流靠近。国家体育总局
相关部门也给滑板运动定下了奥运争
光和普及发展的双重基调。滑板运动
的推广也需要一个积极的价值导向，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给滑板的评
价是，“滑板是一项张扬个性、培养血
性且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运动，通过宣
传普及，可发展成为打造国民精神的
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青少
年的全面发展”。

由于不少职业滑手自身有商业合
同，与国家现行体制存在矛盾，因此吸收

市场化培养的优秀滑板人才只能是辅助
手段，“跨界选材”是未来国家队构成的
重要举措。去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副
局长赵勇专程到河南少林塔沟武校进行
了实地调研，并进行了滑板、攀岩、冲浪、
小轮车4个项目的选拔。由于武术学员
在力量、耐力、灵敏、协调、柔韧、速度、平
衡等多方面的能力上有较高水平，这给
他们的转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平板支撑、往返跑、负重站蹲起、
平衡能力……经过十余项测试，未满
15岁的小丫娄佳怡与20多名同学被
选进了滑板项目。当时娄佳怡已在塔
沟武校学了两年武术套路，“武术比赛
非常多，通过比赛可以不断地晋级，希
望能在这个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她
的梦想很简单。

来自新乡获嘉县农村的娄佳怡从
来没有见过滑板，面对进入滑板集训
队的机会，她没有犹豫，“去尝试一下
也好，不行的话再回来”。

就这样，来自天南海北的几百名学
员进入国家滑板集训队。河南队、南京
队、上海队集中在北京。上海是滑板文
化最发达、商业最成熟的城市，队员中
有不少都曾是战绩赫赫的职业滑手。

与之相比，娄佳怡的队友们则是
练蹦床、杂技、体操、武术出身的，滑板
是零基础学起，唯一的优势是面对高强
度的训练吃得了苦，同时可塑性很强。

先从基本动作学起，上板、滑行、绕
障碍……“我刚开始觉得并不太难，上
手还算挺快的。”娄佳怡说，在集训队，
每天8点开始训练，至少训练8个小时，
凭借武术运动员优秀的身体柔韧性和
平衡能力，这些新手的进步非常迅速，
而娄佳怡的进步让教练感到吃惊。

1个月后，娄佳怡就开始进入碗池
训练。“要站在一边跃下，然后从另外
一边腾起，碗池最高地方有4米多，一

开始还是挺恐惧的。”娄佳怡说，在碗
池中滑行重心一直在变，跟平地完全
不同，而且比赛要求运动员有清晰的
线路、流畅度和难度，这意味着要学更
多的技术动作。她开始感到吃力，摔
跤是家常便饭，虽然戴着护具，但胳膊
和腿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万幸的
是没有受过大伤。

“不过跟练武术比起来，这些不算
啥。”谈起这些经历，娄佳怡轻描淡写
地说。滑板技巧没有捷径可走，凭借
武术人的韧劲，娄佳怡只有不停地苦
练，一次次摔倒、一次次重来，动作也
越来越稳定。“既然来了就做最大的努
力，不留下遗憾。”训练一个多月后，娄
佳怡迎来小试身手的机会。在去年9
月举行的世界滑板锦标赛中，她取得
了第八名的成绩，她的努力和天赋，得
到了很多圈内人的认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武术小丫，跨界玩起滑板

进步飞速，受伤是家常便饭

不到一年，她已斩获三个冠军

徐梦锦今年16岁，家住郑州。两
三岁时，爷爷经常带她在东风路与花
园路附近的街边花园玩，而每天那里
都有孩子学轮滑。由于徐梦锦身体不
好，爷爷索性给她也报了名，就这样，
徐梦锦成为轮滑班里最小的学生。

因为场地有限，教练教的是入门
级平地花式轮滑，也就是滑行绕桩的
同时做出一些花式动作。久而久之，
徐梦锦享受起了轮滑的乐趣，轮滑也

成她儿时最好的玩伴。
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徐梦锦

的水平在她的轮滑班里已经出类拔
萃了。一次，徐梦锦参加某商场举行
的小型比赛，当时国家级速度轮滑教
练、河南轮滑领军人王洪亮也在现
场，一眼就发现了徐梦锦的潜力。王
洪亮说服徐梦锦的教练后，将她招入
了自己轮滑队。由此，徐梦锦改学速
度轮滑，开始了竞技之路。

仅学了1个月时间，徐梦锦就展
现出惊人的天赋，在当年省速度轮滑
锦标赛上拿到了她这个年龄段的冠
军。由于速度轮滑队场地要求比较
高，徐梦锦只能利用周末跟着教练在
一所中学的操场上训练，这一坚持就
是10年。“一直都是当成兴趣爱好在
练，练轮滑身体素质变好了，参加比
赛也能获得一些成就感，但从没想过
成为专业运动员。”徐梦锦说。

几乎每一年省速度轮滑锦标赛，
徐梦锦都能包揽300米、500米、1000
米、3000米、5000米冠军。虽然已在
省内难觅对手，但徐梦锦清晰地记得
父亲第一次带她去参加全国大赛
——北戴河轮滑节。“跟全国的高手
一比，才知道自己的差距非常大，比
赛完我就坐在地上哭了。”徐梦锦说。

去年初中毕业后，两个选择摆在
徐梦锦面前，一是继续求学，二是进入

轮滑专业队。“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轮
滑，轮滑已经是青奥会和亚运会比赛
项目，未来很有可能进入奥运会。现
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轮转冰’，以后
也有转项速度滑冰的空间。”徐梦锦
说，权衡再三之后，她选择了继续与轮
滑为伴，到专业队去闯一闯。

徐梦锦进入全国首支速度轮滑、
速度滑冰两栖发展的江苏省轮滑
队。南京素有轮滑之都的美誉，江苏

省轮滑队可以说是中国轮滑的半边
天，培养出了中国迄今唯一的轮滑世
界冠军郭丹。一个“学生军”怎么能
进入这么高水平的专业队？事实上，
在徐梦锦初一时，江苏队教练就曾来
郑州考察过她，希望她走专业道路，
但家人希望徐梦锦完成初中的学业
再做打算。因此江苏队的试训，徐梦
锦很轻松就通过了。

儿时已是全省冠军

进专业队，前景一片光明

潜力让她梦想进入国家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郑州轮滑比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许俊文 摄影

娄佳怡在训练中 受访者供图

《我是证人》剧照

王珞丹爱上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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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中的滑板少年 神七飞扬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