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全民健身大家谈

新华社电 中国乒乓球队20
日上午在京召开媒体通气会宣布
2020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名
单， 单项世界冠军马龙、 刘诗雯
等毫无意外将领衔出征釜山 ，
“00后” 小将王楚钦、 孙颖莎入
选 ， 林高远 、 王曼昱暂时无缘
“团战”。

釜山世乒赛将于3月22日至
29日举行，国乒出战名单为：男队
的马龙、许昕、樊振东、梁靖崑、王
楚钦，以及女队的刘诗雯、陈梦、
孙颖莎、丁宁、朱雨玲。

作为东京奥运会前的最后一
个世界大赛， 国乒将本届釜山世
乒赛视作奥运硬仗前的最重要练

兵， 男、 女队主帅秦志戬和李隼
表示， 本次世乒赛的参赛选拔也
是 “一切为了东京奥运战略 ”，
除了在年初直通赛中赢得资格的
樊振东、 朱雨玲， 教练组根据国
乒奥运会主要对手的打法、 球队
在奥运会上可能面临的形势， 以
及国乒队员在2019年大赛中取得
的成绩和个人的综合能力， 经集
体讨论得出釜山名单。

因去年奥地利公开赛期间摔
拍的不理智行为， 年仅19岁的男
乒 “超新星” 王楚钦被队内禁赛
三个月， 禁赛期至2月14日结束。
“从奥运战略上看， 2019年王楚
钦首次参加世乒赛单项比赛， 就

与马龙一起获得男双冠军； 下半
年王楚钦在单打赛场的成绩也有
突破。 作为年轻队员， 王楚钦拥
有年龄优势， 技术先进， 单双打
能力均衡， 教练组也看重他未来
的冲击力与未来发展。” 秦志戬
解释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
王楚钦在教练组的帮助以及军训
的历练下， 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
问题， 也触动了他的内心。”

至于林高远的落选， 他说：
“去年世乒赛以来， 林高远在技
术和大赛心理上都遇到了发展瓶
颈 ， 教练组也一直在帮助他突
破。 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定， 3月
21日前， 世乒赛名单可以做出调

整。 我们希望这段时间内， 所有
运动员都可以以世乒赛参赛为目
标去努力。”

李隼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点
评了女乒队长丁宁目前的状态，
并解释了王曼昱落选的原因。

“王曼昱在成长过程中， 人
和球上都遇到了困难和瓶颈， 特
别是2019年下半年。 其实我们很
多优秀的运动员在她这个年龄段
都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经过自己
的努力和教练的帮助都成了大满
贯。 希望曼昱早日战胜困难， 承
担起女队的未来。”

“作为大满贯选手， 丁宁不
管是以往的大赛成绩、 综合能力

毋庸置疑， 大赛经验和比赛抗压
能力都很强； 作为阵容中唯一一
名左手选手， 在打法配备上也是
球队考虑的重要因素。” 李隼说。

之前因伤有所困扰的男乒队
长马龙表示身体状况已经恢复良
好， 接下来的备战工作中希望自
己 “能够跟上奥运会的强度 ”；
刘诗雯则称， 对自己的要求是以
东京奥运会作为大的目标， 世乒
赛作为阶段性任务去完成。

据悉， 中国队已于1月17日
即国际乒联规定的截止日， 上交
了世乒赛参赛名单。 根据规定，
各协会可在3月21日前更改参赛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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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着口哨， 唱着歌， 骑着我
们的自行车， 一路上撒下了我们
的欢歌笑语。 遥想中学时代骑着
自行车的我们， 英姿飒爽， 意气
风发， 脑海深处的记忆又把我们
拉回到了那个在自行车上飞扬的
青春年代。

毕业工作， 转眼几载。 现在
出门都是开车， 连电动车都很少
骑， 更别说骑自行车了。 当年骑
行的乐趣也早已不复存在， 唯有
我与自行车的照片还静静地躺在
那里， 印证着葱茏足迹， 凝聚着
岁月流年， 承载着青春梦想， 畅
想着美好未来。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大学
同学将他新买的山地自行车借
我， 从此内心对骑行的渴望被重
新点燃 ， 开始了我新的骑行生
活。 早上伴着晨光， 傍晚披着霞
彩 ， 路旁优美的景色从眼前掠
过， 任凭和煦的风迷乱着视线，
向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行。

骑行让我体验挑战困难的成
就感。 骑行的路途并不轻松， 当
我一口气踩出几十公里， 气喘吁
吁地在蹲在路边休息时； 当我奋
力爬上山顶， 汗流浃背地俯瞰潇
湘大地时； 当我好不容易到达景

点， 兴致勃勃地到此一游时； 当
我终于回到家里， 精疲力尽地扑
在沙发上时； 一阵风、 一杯水，
都会触发我巨大的满足。 这是我
亲自设定目标、 挑战困难并取得
胜利而带来的快乐。

骑行的乐趣在于每一次骑行
上路的过程中。 “过雨看松色，
随山到水源”。 不留神的一次侧
脸， 我能欣赏田间一片景色； 不
经意的一个回眸， 我能发现路边
一位美人。 骑脚踏车总能看到最
好的一面， 给我带来赏心悦目的
快乐。

骑行的乐趣在于每一次骑行
项目实施的过程中。 不论个人还
是团队， 每次骑行都是一个完整
的项目， 骑行者都要设定目标、
规划路线 、 分解任务 、 上路执
行、 实现目标、 总结提高。 在这
个项目的推进中， 每一个阶段都
会让你思考、 让你决断。 骑行之
后编几句打油诗 、 对两行臭屁
联， 都给骑行带来更多的乐趣。
团队骑行更会增加每个人的信心
和力量。 这个完整的项目过程会
启发骑行者对工作和生活的思
考， 给我带来锻炼心智的快乐。

骑行的乐趣在于一次次骑行

的经验积累过程中。 随着越来越
迅速的起步 、 越来越精准的换
档、 越来越有力的加速、 越来越
平稳的巡航 、 越来越流畅的过
弯、 越来越巧妙的跳跃、 越来越
果断的超车 、 越来越坚决的刹
停， 我的技术越来越娴熟， 体会
到进步的快乐。

骑行的乐趣更在于不断超越
自我的过程中。 日行10公里、 50
公里 、 100公里 、 150公里 、 200
公里……我给自己设定了越来越
高的目标 。 纪录不断被自己刷
新， 极限不断被自己突破， 给我
带来不断超越自我的快乐。

骑行的乐趣更在于让我明白
很多的道理。 每当我看到山顶尽
在眼前， 终点就在前方， 回家的
路近在咫尺， 但是我已经筋疲力
尽， 总会相信坚持的力量， “行
百里者半九十 ”， 只有到终点 ，
才是最终的胜利。

骑行就是会磨砺人的品质，
锻造人的体魄， 让骑行者永远明
白坚持到最后才是成功， 笑到最
后的， 笑容才最美。

或许， 从未考虑过骑行的乐
趣， 却一直在享受骑行的乐趣，
才是骑行给我带来的最大乐趣。

□□市市交交通通委委 卞卞贺贺永永

马龙、 刘诗雯领衔 “团战”

新华社电 国足在广东集训
“一天三练”成为近日的热点。 20
日， 国足主帅李铁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回应， 这是为了提高球
员克服困难的能力， 并帮助他们
养成好的习惯。

“从足球的层面来说，实际上
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天三练变成一
天两练， 也能达到基本同样的目
的，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提高球员克服困难的能力，球
员这两周都养成非常好的习惯，
基本上10点半、11点就躺床上睡
觉了。 ”李铁说。

国足本月5日抵达广东后，从
6日开始正式训练，在两周的训练
中， 新任主帅李铁对量和质的要

求都很高， 不少球员反映训练强
度非常大。李铁表示，球员在训练
中都拼尽了全力， 很多球员的体
能达到了最佳状态。

“这段时间练的强度确实非
常大， 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所有
的球员非常努力， 基本上都尽了
自己最大的能力， 而且很多球员
通过身体的监测， 基本上能达到
职业生涯以来最高的一个状态。”
李铁说。

李铁表示，通过两周的训练，
球员的体重和体脂方面都有很大
的进步，他希望能继续保持下去。

当有记者问到李铁新年的
愿望时， 他笑着说：“尽力做好每
一天。 ”

新华社电 在日前于芬兰进
行的2020冰壶世锦赛资格赛复赛
中 ， 中国男队以 10 ∶5击败俄罗
斯， 取得七连胜的同时成功晋级
2020男子冰壶世锦赛， 中国冰壶
队也完成了2020年世锦赛满额参
赛的目标。

中国队派出邹强、 田佳峰、
王智宇、 许静韬与韩鹏出战此次
比赛 。 在首场比赛不敌芬兰之
后， 中国队开启连胜模式， 先后
战胜墨西哥 、 波兰 、 日本等队
伍， 并以一波六连胜成功晋级复
赛对阵俄罗斯， 胜者将直接获得
世锦赛入场券。

中国队与俄罗斯队在比赛前

期 一 度 平 分 秋 色 ， 不 过 随 着
中国队攻势加强， 一度取得6∶1
的领先。 随后俄罗斯队将比分追
至5∶6， 但中国队稳扎稳打在第
八局后手拿到 4分以 10 ∶5领先 ，
俄罗斯队选择认负。 俄罗斯队在
随后的比赛中击败日本队， 获得
另外一张世锦赛门票。

此役过后， 中国男队、 女队
与混双三个队伍均已获得世锦赛
资格， 中国冰壶队实现了2020年
世锦赛满额参赛的目标。 2020年
男子世锦赛将于3月份在苏格兰
进行， 女子世锦赛与混双世锦赛
将分别于3月份和4月份在加拿大
进行。

中国男子冰壶队晋级世锦赛

重温单车时代
享受健康生活

国乒公布世乒赛名单

李铁：
“一天三练”让球员养成好习惯

中国冰壶队实现满额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