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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课堂

■激情冰雪喜迎冬奥

2021年，河南省校足办在变局中掌握主动，以《河南
省校园足球“十四五”发展规划》为指引，交出了求真务实
的答卷。近日，河南省校足办发布2021年度河南校园足
球十件大事，定格2021年河南校园足球发展的点点滴滴。

1.研究制定了河南省校园足球“十四五”发展规划。制
作《“豫”见足球 校园坚守 7年回眸 久久为功》河南校园足
球发展纪实宣传片；2.中国教育报8月13日头版头条专题
报道《河南校园足球为啥中！》；3.在开封举办全国校园足球
满天星训练营暨新型足球学校现场会，全国首个新型足球
学校落户开封；4.河南大学承办全国高校足球学院建设与
发展工作经验交流会；5.全省第七届校园足球夏令营，第六
届“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在新乡成功举办；6.研制河南省
校园足球综合服务与管理平台，已上线运行；7.成功举办全
省校园足球教学观摩展示活动；8.创新满天星训练营竞赛
平台，设立全省国家级满天星训练营周末精英巡回赛；9.申
报国家级校园足球示范项目取得新突破，2021年新增多个
国家级校园足球示范项目，其中改革实验区1个、试点县区
4个、满天星训练营3个、特色学校441个、特色幼儿园104
个；10.河南省校园足球竞赛成绩取得新突破，在2021年中
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高中男子甲组比赛中，郑州市第九中
学首次捧得协会杯冠军，河南省实验中学获得第三，郑州市
第二高级中学获得第八
名。在 2021 年中国中学
生足球协会杯高中女子组
比赛中，郑州市第三十一高
级中学获得本届比赛季军，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获得第十六名。我省 7名
足球小将成功入选校园足
球国家代表队。（校足办）

1.河南体育健儿拼搏奥运全运创佳绩；
2.重大政策绘就体育河南蓝图；
3.北京冬奥会带动河南冰雪热；
4.防汛战“疫”彰显河南体育担当；
5.线上线下赛事活动精彩纷呈；

2021年河南体育十大新闻
6.河南省运会进入“倒计时”；
7.体育产业再添“国家队员”；
8.体育彩票助力体育惠及民生；
9.传统武术迎来发展新机遇；
10.河南建业足球更名嵩山龙门。

□本报记者 黄晖

吕扬、鲍珊菊携手队友奥运夺金，《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实施意见》等政策相
继出台，冰雪运动开展如火如荼……2021年，河南
体育精彩纷呈，实现了“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
基本目标，在建设体育河南、体育强省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展现了体育精神、体育力量和体
育担当。近日，河南省体育记者协会组织开展
2021年度河南体育“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不仅从
1000余条新闻稿件中推选出“2021年河南体育十
大新闻”，同时也勾画出河南体育“收获满满向未
来”的一年。

2021年，体育“最大事件”当属因疫情推迟一年
的东京奥运会，这一推迟也造成奥运会与全运会“史
无前例”地在同一年举行，“十大新闻”之《河南体育
健儿拼搏奥运全运创佳绩》，首先关注我省体育健儿
顽强拼搏、载誉凯旋：奥运奖牌2金1银，全运会竞技
体育项目奖牌16金11银17铜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
奖，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2021年，河南体育收获不仅在赛场。体育产
业提质增速效益明显，商丘市睢县、洛阳富隆特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新乡市南太行旅游度假区先后荣
获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
位、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称号，《体育产业再添

“国家队员”》入选“十大新闻”毫无悬念。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河南体育如何

“向未来”？“十大新闻”之《重大政策绘就体育河南
蓝图》重点聚焦《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体
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河南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
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以及“2025年力争迈入
体育强省行列、2035 年全面建成现代化体育强
省”两阶段战略目标，助您了解河南体育“未来行
动纲领”。

2021年，随着主题口号、会徽及吉祥物发布，
将于2022年在洛阳举办的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第十四届省运会是“十四
五”期间我省举办的第一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是
体育河南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推进河南省
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加速发展
的全新起点，“十大新闻”之《河南省运会进入“倒计

时”》自然要给予足够关注。
2021年，中国与世界的“冰雪之约”——北京

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十大新闻”之《北京冬奥会带
动河南冰雪热》关注我省在推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过程中将冰雪运动发展纳入战略选项，以及
由此带来的冰雪运动的普及、竞技水平的提升和相
关产业的发展。

2021年，夏季连续罕见暴雨在部分地区造成
的汛情以及接踵而至的局部疫情反复，令每一个河
南人都难以忘怀。防汛战“疫”之中，河南体育人扛
起责任——“十大新闻”之《防汛战“疫”彰显河南体
育担当》聚焦面对灾情、疫情，河南体育人不仅迅速
行动，不仅全力以赴加大公用体育设施抢修复建力
度，尽快恢复人民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正常秩序，还
在空中喷洒消杀、水上舟艇救援等方面发挥出独有
的优势；“十大新闻”之《线上线下体育赛事活动精彩
纷呈》，则为您解读河南体育人如何积极创新，在满
足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增强抗击疫情、战胜灾情的
信心，用“体育力量”服务社会，引领体育生活化。

2021年，继上年度太极拳申遗成功、《河南省
武术志》正式出版之后，河南武术“好事”继续——
《河南省武术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出
台，为河南武术发展出了“新招”；省体育局举办的

“武术梦 中非情”活动，则为河南传统体育文化对
外交流提供了极佳范例。武术是河南传统体育文
化的“重头戏”，“十大新闻”不会遗漏如此重点，《传
统武术迎来发展新机遇》当然入选。

2021年，我省销售体育彩票165.25亿元，位居
全国第五。从2000年电脑型体育彩票在河南上市
发行开始，21年间，河南体彩累计筹集体彩公益金
370.11亿元，为体育河南建设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截至2021年底，全省体育场地数量达到27.5万个，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1.9平方米，修缮、改造和新
建 2088块社会足球场地，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超
过0.52块，这些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十大
新闻”理应有河南体彩一席——《体育彩票助力体
育惠及民生》。

2021年，《河南建业足球更名嵩山龙门》，这新
闻，河南人都知道吧？

2021 年，河南体育翻过了精彩的一页；2022
年，期待河南体育精彩继续。8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北京冬奥组委新闻
发言人赵卫东近期表示，目前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期
完工、运行良好，所有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通过国际
冬季单项体育组织认证，全面投入使用。新场馆拔地而
起、旧场馆华丽变身离不开资金的投入，这背后是体彩公
益金的默默支持。

充分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是北京冬奥会的
一大亮点。本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共使用 39个场
馆，其中 10个利用了既有场馆。“鸟巢”将成为北京冬奥
会开闭幕式所在地，“水立方”通过水冰转换变身“冰立
方”，此外，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等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大放异彩的场馆经过改造，如今
升级为“双奥场馆”，成为奥运场馆“反复利用、综合利用、
持久利用”的典范。

支持奥运场馆建设，处处都有体彩公益金的身影。
据统计，自 2001年开始，彩票公益金设立专项资金支持
北京奥运会的建设和筹办，到 2008年，以体彩公益金为
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益金中有 27.5 亿元用于北京奥
运会的体育场馆建设和运作。我们熟知的鸟巢体育场、
水立方游泳馆这些“双奥场馆”中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2020年，体彩公益金使用5.12亿元用于重大奥运场
地设施建设，为冬奥场馆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冰雪场馆助力运动健儿备战奥运的同时，也是“冰雪
惠民计划”的重要载体，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增加冰雪运动人口贡献了力量。

申办冬奥会之初，中国便向世界庄严承诺：“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目标不仅包含奥林匹克精神
的要义，更是带动全民健身的愿景。

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冰场雪场在全国各地蓬勃
发展，带动各地群众投入到冰雪运动之中，逐渐成为建设
体育强国的一块重要拼图。

黑龙江的亚布力滑雪场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滑雪
场，曾成功举办过多项国际级和国家级高水平赛事。自
2014年至 2018年，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得到中央和省
级财政拨款4.1亿余元，这些资金均来自体彩公益金。

原计划于 2020年在内蒙古举办的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的场馆建设，也得到了超过1.66亿元的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如今这些场馆已成为当地百姓参与冰雪运
动的重要场所。

2021年 12月 16日，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
地速度滑冰馆正式揭牌，这座总建筑面积1.99万平方米
的“空中速度滑冰馆”一期和二期工程总投资4.56亿元，
资金全部来源于体育彩票公益金。

北京冬奥会即将
开启，中国体育彩票
将继续肩负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的使命担
当，不断为冰雪运动
注入体彩力量，让越
来越多的群众结下

“冰雪奇缘”。（彩文）

体彩助力场馆建设
百姓结下“冰雪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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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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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河南体育收获满满向未来
2021年河南体育十大新闻出炉

□本报记者 黄晖

本报“激情冰雪喜迎冬奥”栏目已经连续介绍了中国选
手在冬奥会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以及速度滑冰三个项目上
的参赛过往及本届备战情况，熟悉冰雪运动的读者应该已
经猜到了本期的主题项目，没错，中国队拿过金牌的第四个
冬奥会项目——自由式滑雪。

不同以往的是，本届北京冬奥会，中国队不仅在曾经摘
金夺银的传统优势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有徐梦
桃、孙佳旭等世界冠军“镇守”；而且，由于近来人气超高的

“天才少女”谷爱凌的加入，中国队在U型场地技巧、坡面障
碍技巧以及大跳台三个项目上也具备了争夺奖牌的实力，
尤其是她在U型场地技巧项目上的碾压式表现，是中国自
由式滑雪夺金的极大保障。

自由式滑雪是北京冬奥会产生金牌第二多的大项，也
是雪上第一大项，共设置 13枚金牌，仅次于速度滑冰的 14
枚金牌。这其中，因为有体操、技巧等优势项目作为雄厚基
础，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不仅起步较早而
且进步很快、实力强劲，早早就练成了拿手强项，不仅诞生
了中国第一个滑雪世界冠军郭丹丹，也培养出徐囡囡、李妮

娜、韩晓鹏、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等世界名将。
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韩晓鹏在男子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比赛中夺冠，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冬奥会上夺冠的
男运动员。遗憾的是，这也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目
前获得的唯一一枚冬奥金牌，以李妮娜、徐梦桃等名将为代
表的中国女运动员虽然实力雄厚，在 20多年的冬奥征程中
一共获得过5枚银牌、2枚铜牌，可惜就是没有金牌。

北京冬奥会临近，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上整体表现出良好的备战状态：2021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赛上，中国队连续4站都有奖牌入账，共
获得4金5银 2铜，并且蝉联混合团体冠军；2022年 1月 6日
的加拿大勒瑞雷站比赛，徐梦桃、孔凡钰分获女子组冠军和
季军；随后的美国鹿谷站，中国选手王心迪、杨龙啸、孙佳旭
包揽了男子组前三名。最终中国队获得 4男 3女共 7个奥
运名额，女队是徐梦桃、孔凡钰、邵琪，男队是贾宗洋、齐广
璞、孙佳旭、杨龙啸。

北京冬奥会，期待状态上佳的中国自由式滑雪“当家花
旦”、世界杯及世锦赛20多枚金牌以及俄罗斯索契冬奥会银
牌得主徐梦桃，能在家门口一圆奥运金牌梦。

除空中技巧外，自由式滑雪还有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项

目：U型场地技巧，中国女选手谷爱凌是这个项目的最大夺金
热门。面容姣好、运动成绩超群，同时又有斯坦福学霸身份的
加持，让这个18岁的“天才少女”如今成为中国体育最“出圈”
的人物之一。随着冬奥会临近，谷爱凌的人气还在不断高涨，
甚至有评论认为她将成为未来中国体坛的“第一偶像”。当然，
这一切都还有待于她用冬奥赛场上的成绩来最终“落实”。

2021年3月，带伤出战的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世锦赛上
独得女子U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两枚金牌和大跳台项目的
铜牌，成为首位在自由式滑雪世锦赛上独得两金的中国选
手，同时也创造了国际雪联的历史，成为第一位在同一届世
锦赛中拿到两枚金牌的双板滑雪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前
的最后一个赛季，谷爱凌表现更加优异，37天斩获 6金 2银
1铜，成为名副其实的“金牌收割机”，特别是在U型场地比
赛中，她垄断了所有世界杯分站赛冠军，捧起了象征赛季总
冠军的水晶球奖杯。在大跳台比赛中，她还顺利完成了前
空翻两周加转体四周动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一超
难动作的女运动员并登上了世界杯大跳台最高领奖台。

北京冬奥会，谷爱凌将出战U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和
大跳台三个项目，并且在三个项目上都具备夺金实力。她
能否加冕冬奥会“三金王”，让我们拭目以待。8

自由式滑雪（Freestyle Skiing），是以滑雪板和滑雪
杖为工具，沿斜坡自由滑降，在空中或雪上通过完成一系列
规定和自选动作而进行的一种雪上竞技项目，它在高山滑
雪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成，是极富观赏性的雪上比赛项目，
有“雪上杂技”之称。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项目共设置13枚金牌，分别为
男子和女子空中技巧、雪上技巧、障碍追逐、U型场地技巧、坡
面障碍技巧、大跳台，以及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项目。其中，男
子和女子大跳台以及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是新增的3个小项。

自由式滑雪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挪威、意大利和奥地
利等国，挪威的著名高山滑雪运动员斯坦·埃里克森发明了现
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一系列动作。自由式滑雪在20世纪

60年代传入美国后，获得了迅速发展。1979年，国际滑雪联
合会正式承认自由式滑雪项目并制定了诸如限制比赛中空翻
动作的数量等新规则，以减小动作的危险性。1988年，国际奥
委会执行委员会决定将自由式滑雪纳入冬奥会，但当时只是
表演项目。1989年，中国正式开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雪上技巧被列入正式
赛项。1994年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空中技巧被列入正
式赛项。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障碍追逐被列入正
式赛项。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和U型
场地技巧列入正式赛项。北京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比赛将
在首钢大跳台和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比赛时间为
2月3日至2月19日。8 （黄晖 整理）

传统优势在握传统优势在握++““天才少女天才少女””助阵助阵

自由式自由式滑雪滑雪，，
中国队期待中国队期待““多点开花多点开花””

“雪上杂技”自由式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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