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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没有这次在上海举办的

花滑世锦赛，也许庞清和佟健不会再

复出，但也正因为这次在上海举办的

花滑世锦赛，让冰迷们希望庞清和佟

健永远不要退役。

昨 天 晚 上 在 海 上 王 冠 进 行 的

201 5世锦赛双人自由滑的比赛，被人

们认为是庞清/佟健的谢幕之舞，同为

35岁的这对冰上伉俪伴随着一曲《 我

会为你守候》 实现了完美的演绎，让

海上王冠如痴如醉。

《 我会为你守候》是西方音乐教

父大卫·福斯特创作的名曲，而这也

恰恰是庞清/佟健的写照。他们1 999

年首次参加花滑世锦赛时，如今已挑

起中国双人滑大梁的彭程和隋文静

都只有4岁，1 5届世锦赛一路走来，两

人彼此守候，也与冰雪世界守候如

初。正如佟健说的那样，与他们同龄

的许多选手，有的成了教练，有的成

了裁判和工作人员，只有他们依然徜

徉在冰面上，“ 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

我想这是我们对花滑运动的尊重所

得到的回报吧，有时想想这也是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

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昨天融合

在海上王冠的冰场里，庞清/佟健以一

身冰蓝色服装亮相，他们的表演不仅

仅是花样滑冰，更像是一出高雅的歌

剧，从旋律最初那种恋恋不舍、欲走

还留的感觉，到后半段无所束缚、挥

洒自如的释放，仿佛海上王冠的选

手、观众、裁判都消失了一般，只留下

两人在无尽的冰海中徜徉。4分30秒

似乎很长，长到时间都定格了一般，4

分30秒似乎又很短，短到人们无暇回

味每一个细节。

其实就在庞清/佟健出场前，加拿

大选手杜哈梅尔/拉德福德刚刚完成

了 一 套 十 分 完 美 的 表 演 ， 并 获 得

1 44.55分的全场最高分，这原本对期

待夺冠的庞清/佟健来说是巨大的压

力。然而这对老将丝毫没有受到影

响，或许成绩对他们来说已不重要，

他们也完成了几乎零瑕疵的表演，拿

到了1 40.1 8分的高分，紧追他们在

201 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取得的双人

自由滑个人最好成绩1 41 .81 分，并以

21 2.77的总分最终获得第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对中国年轻

选手隋文静和韩聪昨天最后出场，并

完成了质量极高的表演，以21 4.1 2分

仅次于杜哈梅尔/拉德福德获得亚军，

中国双人滑的后起之秀足以让庞清/

佟健安心退役。然而许多观众无法接

受昨晚的演出就是庞清/佟健的冰上

绝唱，希望他们继续滑下去，能带给

我们更多的冰上华姿。

对于自己的表现，庞清说道：

“ 最后能让所有观众喜欢你，能让所

有冰迷喜欢你，这就是我们对花样滑

冰的理解。能让观众感动，能让观众

记得我们曾经滑了一套很感动的节

目，这就够了。”真的够了吗？至少观

众还没有看够，期待庞清/佟健的下

一次演出。

传奇谢幕
我们未看够！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26日的评估

考察工作主要在张家口赛区进行。评

估团听取了有关张家口赛区场馆规

划的主题陈述，并进行了细致的实地

考察。当天，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结束

了对京张两地所有申办场馆的考察。

据了解，在当天的主题陈述中，

北京冬奥申委向评估团介绍了张家

口的申办优势。张家口赛区位于北京

西北方向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

按照最短的道路通道，距离北京赛区

约1 61 公里。张家口赛区承办冬奥会

部分雪上项目，具有非常突出的优

势。自然条件优越，山形地貌和气候

条件十分适合滑雪产业的发展，滑雪

期长达1 50多天，非常适于开展国际

高端竞技滑雪运动。雪场设施完善，

目前该赛区已建成了5座滑雪场，多

次举办国际雪联高山滑雪积分赛及

远东杯赛，多条雪道通过了国际滑雪

联合会的场地认证，已经成为中国国

家滑雪队以及韩国、日本一些专业滑

雪队的训练与比赛基地。

这一赛区交通便捷，目前北京与

张家口有京藏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公

路和1 1 0国道相连，京张高铁建成通

车后，两地间高铁运行时间仅为50分

钟。当地生态环境优良，拥有良好的

空气质量，在中国北方地区最佳，是

室外活动的理想场所。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3月28日上午，目前国内

规 格 最 高 的 全 民 自 行 车 积 分 制 联

赛———中国自行车联赛（ CCL）第三

站将在浙江千岛湖开赛。本站比赛是

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浙江省体育

局主办，淳安县人民政府承办，中国

风景名胜区协会、浙江省风景名胜区

协会协办，北京势至山水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独家运营的，此前CCL已进行

了去年1 0月和1 1 月的北京站和贵州

兴义站的本赛季前两站比赛。

千岛湖对于骑游爱好者而言是休

闲骑行的绝佳去处，“ 环千岛湖”也成

为了在自行车爱好者中颇为响亮的赛

事名片。据了解，千岛湖站赛事共有

41 支车队近600名选手参赛，比赛共

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年龄

A组、男子年龄B组以及全民健身组5个

组别。赛事的年龄AB组以38岁为标准，

年龄在38岁以内参加A组，38岁以上参

加B组。在前两站的总积分榜上，积255

分的曾庆龙、250分的侍宗康、240分的

封俊杰分列前三位。

男子公开组将从淳安县城的秀

水广场出发，顺时针环绕千岛湖骑

行一圈共1 40公里，线路全程起伏不

断，其距离之长、难度之高都创下了

中国自行车联赛历站比赛之最。连

续的转弯和跌宕起伏的路面，对参

赛选手们的耐力、持久性都是严峻

的考验。

本站比赛中还设置了全民健身

组的赛事，届时将有上千名自行车爱

好者参加这一组别的赛事。

青年报记者 杨羡之

本报讯 今天晚上，国足将坐镇

长沙贺龙体育场，与来访的中北美球

队海地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作为亚洲

杯之后的首场比赛，佩兰自然是希望

迎来一个“ 开门红”，尤其此战的结

果还影响国足在FIFA的排名。赢球，

佩兰赛前已经明确了本场比赛的目

标。尤其是赛前，外界还曝出足协已

经与佩兰续约，这更坚定了主帅长期

建队的信心。

赢球 明确的目标
“ 毫无疑问，这场比赛我们的目

标就是赢球。虽然联赛正在进行，有

些球员还经历了双线作战，这导致他

们的身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劳。”

对于本场比赛，昨天，国足主帅佩兰

在接受采访时，率先透露了目前球队

的状况，“ 但是经过了这两天的训练，

他们整体的状态非常不错，对于这场

比赛，我们有信心。”

正如佩兰所言，对于队员们的

自信，自然缘于最近两天他的近距

离观察。值得一提的是，国足已经进

行了1 1 对1 1 的大场地对抗。主力阵

容已经浮出了水面，佩兰将基本沿

用亚洲杯时的主力框架。“ 我们需

要珍惜这两场热身赛，因为现在球

队毕竟还没有完全确保进入亚洲前

八。队员们必须要重视，因为确保积

分的机会，只有这两场比赛了。”佩

兰说。

他对于本场比赛的重视，可不仅

仅停留于口头。为了纠正队员的跑位

和处理球的方式，最近两天的训练

中，佩兰也多次叫停对队员进行指

导。“ 海地是一支很不错的球队，虽然

我们可能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是绝

对不能掉以轻心。”佩兰说。

续约 稳定了军心
与海地的比赛之前，外界曝出了

这么一则消息，佩兰已经与足协完成

了续约。率队冲击世预赛，将是佩兰

接下来的主要“ 执教周期”。从今年6

月起，40强赛便将打响，明年3月29日

才告结束。这意味着，即便国足没有

在本阶段突围，佩兰也会执教到明年

春天。据悉，如同上一份合同，此次足

协对于佩兰也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要

求，比如率队征战201 8年世预赛，若

球队在40强赛角逐中晋级，并通过

1 2强赛或附加赛获得世界杯正赛入

场券，那么双方合同将执行到世界杯

结束。

对此，昨天记者也从相关知情人

士处，证实了这则消息的准确性。足

协此次与佩兰续约，自然是缘于国足

在亚洲杯上的出色表现。“ 这也是一

个众望所归的结果吧，其实佩兰自己

也知道，自己肯定能够得到这份合

同。不然，他也不会招入几个新人，完

全按照冲击世界杯的节奏去建设球

队。”相关知情人士表示。此外，记者

也获悉，这份合约还具备了相当的

“ 灵活性”。“ 哪怕是完成不了其中的

一些目标，但是如果国足确实交出了

不错的表现，让各方面都满意。那么，

佩 兰 一 直 带 下 去 的 可 能 性 仍 然 很

大。”相关知情人士说，“ 足协也是吸

取了以前的教训，希望能够有一个稳

定的教练团队。”

冲击世预赛 从“ 跨海”开始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
结束京张冬奥申办场馆考察

中国自行车联赛千岛湖站开赛

虽然以一枚铜牌谢幕，但庞清/佟健的冰坛生涯，已经足够完美。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