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2017－2018第十七
届中国·崇礼国际滑雪节发布会
28日下午在国家会议中心新闻发
布厅召开， 正式向全球滑雪爱好
者发出邀请。

本届崇礼国际滑雪节从2017
年11月23日至2018年3月3日， 共
计101天， 将举办各类赛事和活
动100余项， 包括国际雪联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赛， 国际
雪联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世界
杯赛等国际A级赛事及单板滑雪
坡面障碍技巧， 大跳台全国锦标
赛等赛事； 世界旅游小姐年度皇

后中国区总决赛崇礼站； 首届全
球企业家 （张家口） 创新发展论
坛； 太舞BTV酷雪音乐节、 冰与
火之舞及打树花 、 背阁 、 打梆
子、 社火、 庙会等诸多带有地方
民俗特色的群众活动。

同时， 本届滑雪节将社会公
益 融 入 冰 雪 领 域 ， 是 近 年 来
赛 事 活动最多 、 内容最丰富 ，
与往届滑雪节截然不同的一届
滑雪节。

本届滑雪节上， 包括滑雪冠
军郭丹丹、 花样滑冰冠军张丹、
花 样 游 泳 世 界 冠 军 顾 贝 贝 在

内的 7名世界冠军被授予推广大
使称号， 号召滑雪爱好者们 “跟
着冠军去滑雪”， 充分发挥世界
冠 军 对 滑 雪 推 广 的 引 领 和 带
动作用。

根据冬奥会规划， 2022年崇
礼将举办自由式滑雪 、 单板滑
雪、 越野滑雪、 跳台滑雪、 北欧
两项、 冬季两项等比赛。

本届滑雪节由张家口市崇礼
区人民政府主办 ， 聚动力 （北
京 ） 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 越江山 （北京） 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协办。

■体育资讯

本报讯 骑士108∶97大胜热火
一战， 詹韦首度联手面对斯帅，
勒夫半场砍32分8个篮板都被一
件事抢了头条。 第三节还有1分
59秒， 勒布朗一次突破上篮被对
手防下， 他认为热火球员犯规但
裁判没有理会， 愤怒的勒布朗挥
拳暴怒， 冲着裁判骂了什么， 裁
判反应十分迅速将勒布朗直接驱
逐出场， 这是詹皇生涯15年， 共

计1081场常规赛 ， 217场季后赛
第一次被直接驱逐。

现场瞬间爆发出了震天般的
嘘声， 要知道这是骑士的主场。
勒布朗到底对裁判说了什么我们
无从得知， 但这位名叫凯恩·菲
茨杰拉德的裁判， 已经在第一时
间登上Twitter热门头条。 包括骑
士球迷在内， 几乎所有人都对他
展开评论， 并认为： “这位仁兄

说不定明天就会被炒。”
在NBA赛场上， 不要擅自驱

逐超级明星是一个潜规则。 一方
面， 这些明星球员都会克制自己
的行为， 不会对裁判做出什么过
分的举动。另一方面，球迷买票进
场就是冲着明星球员来的， 不会
有人买票专门来看裁判表演。

凯恩·菲茨杰拉德到底是何
来头随即被球迷扒了出来， 他是
从发展联盟一路晋升上来的裁
判， 并曾在2009年的一场比赛里
一个人吹了5次技术犯规， 其中
首节就有3次。 升至NBA正赛后，
菲茨杰拉德依然狂野， 当时的他
只有29岁， 只是正式吹罚NBA的
第二个赛季。

在一场凯尔特人比赛里， 加
内 特 因 为 对 裁 判 判 罚 不 满 做
了 一 些抱怨 ， 菲茨杰拉德认为
加内特对自己有不敬动作， 直接
两个技术犯规将加内特赶出场
外。 赛后他的这次吹罚上了ES鄄
PN头条 ， 不仅球迷不满 ， 很多
媒体、 专家也表示： “他是想像
当年克劳福德吹罚邓肯一样停哨
一年吗？”

这一次， 菲茨杰拉德把勒布
朗赶出场的影响力可比加内特要
大得多， 不知菲茨杰拉德又会不
会因此受到联盟官方的处罚。

（西风）

勒布朗生涯首次遭驱逐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在第
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中， 北京
代表团获得团体总分、 金牌榜和
奖牌榜三项第一的佳绩， 创造历
史最好成绩。 市教委昨天举办总
结表彰大会， 隆重表彰为北京代
表团取得优异成绩而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

本次全国学生运动会是首次
将原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和全国中
学生运动会合并举行。 经过13天
的激烈角逐， 北京代表团获得总
分2384分、 金牌总数72枚、 奖牌
总数182枚， 获得团体总分、 金
牌榜和奖牌榜三项第一， 同时获
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收获了竞赛

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会上， 与会领导向获得第十

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北京代表团
贡献奖、 突出贡献奖、 特殊贡献
奖， 以及最佳团队的单位颁发了
奖杯。

北京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
长、 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表
示， 北京团是本届运动会唯一经
过预赛进入所有项目的代表团，
选手全部是来自学校的普通中学
生和大学生， 这是本市近年来学
校体育工作和改革的成功展现。
下一步， 本市将在体育教育教学
上发力， 提供更多学生愿意参与
的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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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亚亚杯杯国国足足两两问问题题待待解解
本报讯 12月1日， 国足将在

深圳开始集训， 然后于12月6日
飞赴日本。 东亚杯男足赛事将于
12月9日开打， 中国队的首战对
手是宿敌韩国队。 虽然东亚杯足
球赛不是在国际比赛日进行， 日
韩等队也主要以效力于国内联赛
的球员为主， 但这项比赛仍然计
算参赛队的国际足联积分， 进而
影响到各自的国际排名， 因此中
日韩三国足协都非常重视， 都希
望能够在本次杯赛中夺得冠军。

对于中国队来讲， 眼下有两
大问题急需解决。 一是在大批主
力球员没有入选的情况下， 如何
在短时间内能够将队伍捏合成
型，尤其是中场的梳理。 此前，里
皮设立国足一队、二队，目的就是
为了让所有入选一、 二队的球员
熟悉里皮的技战术理念。 U22国
家队的阵型打法等， 也与国足一
队一脉相承。因此，尽管集训时间
只有五六天， 但里皮希望球员们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融为一体。 其
二是， 在11月份的两场热身赛一
球难进后，国足的“锋无力”能否
随着新球员的入选而有所改观。

韩国队的此次阵容以效力于
韩国K联赛、 中超和日本J联赛的

球员为主，没有召集旅欧球员，孙
兴慜、寄诚庸等球员都无法出战。
不过， 去年的亚冠冠军得主全北
现代队有多名球员入选。 韩国队
主教练申台龙表示，“我想在原有
框架的基础下，增加竞争，同时增
加中后场防守端的组织能力。 ”对
于东亚四强赛，申台龙表示，韩国
队的目标是夺冠， 并将日本队列
为最大竞争对手。

日本队的名单还未公布。 由
于浦和红钻夺得了今年亚冠冠

军， 将参加下个月的世俱杯。 世
俱杯的时间与东亚杯冲突 ， 因
此， 浦和红钻的队员将不会参加
东亚杯， 这也是日本队至今还未
公布国家队名单的重要原因。 不
过， 日本足协表示， 希望日本队
主教练哈利霍季奇可以在家门口
夺得这一赛事的锦标。 哈利霍季
奇表示， 本届东亚杯非常有吸引
力， “可以检测效力于 J联赛的
本土球员的实力， 日本的目标是
争取三战全胜。” （艾文）

到崇礼跟着世界冠军去滑雪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闭幕

北京团创历史最佳战绩

当值裁判曾让加内特连吃两 “T”

本报讯 在澳大利亚籍接应
鲁尔克回国治疗腰伤后， 北京汽
车女排目前仅剩一名外援可用，
整体实力受损。 北汽排球俱乐部
近日透露， 本赛季赴意大利打球
的名将曾春蕾有望回京驰援北汽
女排， 一切顺利的话， 她将于本
周末归队。

今年10月初， 28岁的曾春蕾
正式加盟意大利A1联赛球队卡
萨尔马焦雷， 开启自己的首次留
洋之旅。 由于缺少了 “大花蕾”，
北汽女排引进了上赛季女排联赛
最佳外援鲁尔克。 孰料排超开赛
后， 鲁尔克腰椎间盘突出复发，
严重影响竞技状态。 上周她暂别
北汽女排， 返回澳大利亚寻找帮
自己治过腰伤的医生疗伤。

随后， 北汽俱乐部联系上曾
春蕾 ， 询问其能否返回北京 ，
助 母队一臂之力 。 经过慎重考
虑， 曾春蕾决定回来帮助母队渡
过难关。

在北汽女排主帅张建章看
来， 曾春蕾若能回归无疑是好消
息， 不仅有利于排兵布阵， 队伍
的技战术水平、 精神面貌也将得
到改观。

其实早在出国前夕， 曾春蕾
就曾笑称 “人走 ， 但茶不凉 ”，
“这次出去我会努力适应新环境，
争取提高自己， 在北京队和国家
队需要我的时候， 能拿出更好的
状态。” （格拉森）

曾春蕾本周回国驰援北汽女排

新华社电 39岁的前AC米兰
队 球 星 加 图 索 从 蒙 特 拉 手 中
接 过 了帅印 ， 在球员时代以强
悍著称的加图索也希望他执教的
AC米兰队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
比赛。

在AC米兰队效力时 ， 加图
索曾经随队夺得了两次意甲联赛
冠军和两次欧冠冠军奖杯 。 此
外 ， 他还代表意大利队夺得了
2006年世界杯冠军。

11月27日， 蒙特拉下课。 今
年夏天， AC米兰队在转会市场
上投入了两亿欧元巨资引进球
员， 然而14轮联赛过后AC米兰
队只赢了6场， 俱乐部管理层将
帅印交给了加图索。

加图索在球队的训练基地
接受采访时说： “我认为这支球

队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必须成为
一个团队， 在球场上表现得像一
个整体。 我们需要在赛场上充满
斗志。”

加图索说， 永不放弃的精神
始终伴随着他。

“那种斗志和永不放弃的精
神始终和我在一起， 即使是和儿
子玩桌上足球游戏的时候我也不
想输。”

加图索时代的AC米兰队的
第一场比赛将是12月3日与贝内
文托队的较量， 这支积分垫底的
队伍14轮之后1分未得 。 目前 ，
AC米兰队排在积分榜第七位 ，
比排在第四的罗马队落后11分。

加图索说： “我必须把贝内
文托队当成世界杯决赛队伍 （来
做准备）。”

加图索要为AC米兰重振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