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晓鹏都灵夺金
中国实现三突破

迄今为止，韩晓鹏仍是中
国冬奥军团在雪上项目唯一
拿到金牌的选手。

2006年冬奥男子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角逐，韩晓鹏以
预赛第一进入决赛。而决赛第
一跳韩晓鹏落地非常稳，最终
得到130 . 53分，比白俄罗斯选
手达辛斯基仅低了0 . 89分。决
战最后一跳，韩晓鹏的动作难
度系数仅4 . 175，可无论空中
姿态还是落地稳定性都无可
挑剔，结果得到120 . 24分跃升
到首位。

最后出场的达辛斯基的
动作难度达到4 . 425，有意思
的是，达辛斯基完成后以为冠
军到手提前挥舞国旗庆祝，可
由于空中姿态有瑕疵加上落
地时背部着地，只得到117 . 26
分，最终韩晓鹏以2 . 09分的优
势笑到最后。

韩晓鹏这一金为中国体
育实现三大突破。首先这是中
国首枚冬奥自由式滑雪金牌，
而韩晓鹏也成为中国首位男
子冬奥冠军，最重要的意义，
这是中国首枚雪上项目金牌。
韩晓鹏也因此被任命为该届
冬奥会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
的旗手。

虽然在四年后的温哥华
冬奥会上韩晓鹏排名第20，挥
泪告别冬奥舞台，但他演绎的
雪上神话不会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褪色，他夺冠后发出“男
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就是
为中国而设计”的豪言壮语，
更是激励贾宗洋和齐广璞在
平昌冬奥会上全力以赴。腾讯

隔记者 魏露

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等原因，亚洲国家在冬奥会
雪上项目中一直被欧美等国家压制。不过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项目却是个例外。此外，自由式滑雪中的空中技巧被称为雪
地上的“跳水比赛”，而拥有跳水“梦之队”的中国队在这个项
目中也有不俗的实力。

“为中国人开设”的项目

自由式滑雪产生于20世纪
60年代末，美国狂热的滑雪爱好
者们将高山滑雪与技巧融合在
一起，发明了在雪上或空中辗转
腾挪的新项目。1979年，国际滑
雪联合会承认了这个项目并且
定名为自由式滑雪。1992年，雪
上技巧成了冬奥会的正式比赛
项目。而空中技巧也在第17届利
勒哈默尔冬奥会上成为了正式
项目。

由于空中技巧项目对运动
员的身体灵活性以及技巧要求
较高，因此这个项目也成为了中
国队雪上运动中为数不多的优
势项目。凭借着身体方面的天然
优势，亚洲各国逐渐在这个项目
中崭露头角，尤其是中国运动员
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1994年，
国际滑雪界的官员对当时的国
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简直就是
为中国人开设的。”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

赛场地分为四个区域，即助滑
区、跳台区、着陆区和停止区。跳
台分为一周台(空翻一周)、两周
台 (空翻两周 )、三周台 (空翻三
周)，运动员可根据动作难度自
行选择跳台。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在发
展过程中经历过比赛规则上的
变动。在旧规则中，空中技巧预
赛和决赛运动员都有两次跳跃
机会。而在新规则中，预赛第一
跳的前六名可直接进入决赛，其
余选手进行第二跳，第二跳前六
名同样进入决赛。决赛分为三轮
淘汰赛，分别是12进8、8进4和最
后一轮的奖牌争夺赛。而预赛和
决赛阶段的两次跳跃不能使用
重复动作。

比跳水比赛更具观赏性

熟悉跳水比赛的观众都知
道，跳水大致分为登台、起跳、空
中翻腾和入水四个步骤，而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同样大致分为
四个步骤，即滑行、起跳、空中翻
腾和落地。

据中国国家滑雪登山青年
队教练员王成介绍，跳水比赛中
选手一般会进行5-6个动作的比
拼，而空中技巧选手最多只进行
两轮。所以空中技巧不会出现像
中国“梦之队”在跳水比赛的后
几轮轮之之前前就就与与其其他他选选手手拉拉开开较较
大大的的差差距距的的情情况况。。因因此此，，尽尽管管两两
个个项项目目极极为为类类似似，，但但是是空空中中技技巧巧
的的观观赏赏性性更更强强。。

对对于于观观众众如如何何比比较较选选手手之之
间间水水平平高高低低的的问问题题，，王王成成解解释释，，
运运动动员员的的发发挥挥好好坏主要涉及三
个因素。首先便是选手的动作难
度，完成的难度越高自然得分也
就高，空中技巧与跳水比赛一样
也分不同的难度系数。第二个因
素便是空中动作的流畅性，运动
员在空中的动作越流畅得分也
就越高。因此，空中技巧的运动
员身高不宜过高，否则会影响空
中的动作伸展，所以空中技巧才
能成为亚洲运动员的优势项目。
第三个因素则是运动员落地的
稳定性，这也是运动员最容易失
误的环节，一旦出现落地不稳甚
至摔倒的情况，最终的得分会受
到极大的影响。

空中技巧冬奥会

中国队历史成绩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
会，中国首次派2名女选手参
赛，获得第17名和第18名。

1998年长野东高会，夺冠
呼声很高的郭丹丹和18岁小
将徐囡囡参赛，结果郭丹丹
不幸受伤，徐囡囡惊人得揽
获银牌。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19
岁的李妮娜在女子项目中名
列第五。韩晓鹏成为中国第

一位参加冬奥会该项目的男
子选手，最终只获得24名。

2006年都灵冬奥会，中国
队四名女选手入围决赛，徐
囡囡获得第四名。男子项目
中，韩晓鹏首次稳定该项目
的金牌。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女
子比赛中，李妮娜和郭心心
分获银牌和铜牌。男子比赛
中，刘忠庆获得季军。

2014年索契冬奥会，徐梦
桃摘得女子项目银牌，贾宗
洋在男子项目中摘获铜牌。

助滑区
的坡度大概为
35-37度，选手从
起点位置由上而下
自由下滑。该区是四
个区域中距离最长的
一个，选手助滑距离
一般在44-65m，选手
下滑的时速可以达到
每小时55-68km。

跳台区：
跳台区根据比赛动作的

难度系数可分为一周台、两周
台和三周台，其中两周台高
3 . 5m，角度为65度，三周台高
4 . 1m，角度为70度。选手腾空
之后的高度大约在15m左右。

空中技巧打分标准

空中技巧每轮比赛结束后，5
名裁判分别按照20%的腾空分数
(起跳、腾空高度)和50%的动作分
数(完成姿态和难度)以及30%的

落地分数评分，满分为10分。
排除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

分后，剩余三个分数相加，再乘以
动作难度系数，然后将选手的两
次起跳得分相加，就得出选手最
终的分数。

空中技巧难度代码

第一个字母：
f代表向前，b代表向后

后续字母：
F：直体翻腾一周转体一

周(360度)
dF：直体翻腾一周转体两

周(720度)
tF：直体翻腾一周转体三

周(1080度)
L：直体翻腾一周
P：屈体翻腾一周
T：团身翻腾一周

例如：
bL：一周台动作，向后直

体翻腾一周。

bFF：两周台动作，向后直
体翻腾一周转体一周(360度)
接直体翻腾一周转体一周
(360度)。

bFdFF：三周台动作，向
后直体翻腾一周转体一周
(360度)接直体翻腾一周转体
两周(720度)接直体翻腾一周
转体一周(360度)。

手机扫描下
方二维码观看空
中技巧项目规则
视频介绍。

着陆区：
着陆区是

保证完成动作
的选手由空中
降落并继续平
稳 滑 行 的 区
域，该区域的
坡度大概在37
度左右。

停止区：
这一区域

与着陆区连在
一起，是让选
手在比赛的最
后停止继续下
滑的区域，但是
停止区的坡度
更加平缓。

自由式滑雪运动装备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器
材包括滑雪板、滑雪杖、滑雪靴、
运动服以及手套等。

由于自由式滑雪动作比较急
剧，且冲击力较大，因此要求滑雪
板必须坚固、耐用。滑雪板除要安

装脱落器以外，雪上技巧和空中
技巧还必须安装停速器或止滑
器。滑雪板的长度可根据项目、场
地、技术水平以及运动员本人技
术特点等决定。

此外，空中技巧是雪上运动
中为数不多不适用滑雪杖的项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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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

徐囡囡长野摘银
雪上项目零突破

1994年冬奥会，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成为正式比赛项
目，两位中国选手出战女子项
目均未进入决赛。四年后长野
冬奥会中国四位女选手出战，
其中郭丹丹的夺冠呼声最高，
并没有太多人看好18岁的徐
囡囡。

除了年纪小，没有太多参
加国际比赛的经验，1997年世
锦赛仅获得第9，徐囡囡还在
冬奥前的训练中不幸双手脱
臼以及手臂骨折，当时距离长
野冬奥开战只剩下一个月。

然而恢复神速的徐囡囡，
在夺冠大热郭丹丹赛前训练
脚踝受伤的不利形势下，扛起
为中国争金夺牌的希望。她以
预赛第一昂首进入决赛，而决
战第一跳收获87 . 57分，这个
成绩只能排名第4，关键时刻
徐囡囡使出“必杀技”，第二跳
得到99 . 40的高分。凭借完美
的 第 二 跳 ，徐 囡 囡 以 总 分
186 . 97分收获银牌，美国名将
斯通凭借193 . 00分问鼎冠军。

徐囡囡的这枚银牌，不单
单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队的首枚奥运奖牌，更是实
现了雪上项目奖牌零的突破，
就历史意义而言，徐囡囡无愧
为中国冬奥雪上第一人。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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