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综合新华社电 为期两天的国际奥委
会执委会已在瑞士洛桑落幕， 除了听取未
来几届大赛组委会的筹备进展情况， 批准
东京奥运会新建场馆建设之外， 国际奥委
会对俄罗斯能否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最终决
定，成为本次会议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根据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决
定， 俄罗斯代表团被禁止参加将于
2018年2月举行的平昌冬奥会，不过
国际奥委会将邀请清白且成绩达标
的俄罗斯运动员以“来自俄罗斯的奥
林匹克运动员”名义参赛，仪式上升
奥林匹克会旗，奏奥林匹克会歌。

“这不是一种妥协，而是真实
反映出了现状。”巴赫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
巴赫说：“我们已经在不同场合反复强

调，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有权作出任何决定，不
会受到任何方面带来的压力。相关流程结束，
听取了施密德委员会提供的证据后， 执委会

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做出这一决定。”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 普京当天在俄

西部城市下诺夫哥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工厂的
工人们见面时说， 许多运动员的一生都奉献
给了奥运事业。在职业生涯中，他们都在等待
着每一次奥运会的开幕，“这对他们很重要”。
如果俄罗斯运动员愿意以中立身份参赛，国
家既不会禁止，也不会封堵，更不会制造种种
条款加以阻挠。普京表示，俄方现在正在研究国
际奥委会的相关决定。他认为，俄罗斯运动员确
实在兴奋剂问题上犯下了错误， 但国际奥委会
的相关做法也有失公平， 在处理相关问题上不
应采取在各项国际法规中都没有规定的“集体
负责制”原则。

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周倜 肖丽娟 王亮时事·体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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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由湖南省妇联举办的2017年湖南省寻找“最美湘女”活动在今年8月中旬正式启动。现任中国举
重队副总教练、湖南省举重队教练周继红成为30名候选人中体育界的唯一提名者。

李萍、王明娟、向艳梅、侯志慧、廖秋云……这些冠军选手背后，都凝聚着周继红的心血。

巾帼主帅的“小心思”
� � � �“三个女人一台戏”。18年来，周继红已
记不清带了多少女性运动员。在她看来，没
点“小手段”，镇不住。

周继红很清楚女队员的“软肋”与“雷
区”：“女孩子脸皮薄，你总打击她的自信心，
她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女孩儿有自己特殊的
身体构造， 她不舒服的时候逼着上强度，适
得其反；女孩生性敏感羞涩，不及时与之沟
通，她只会压抑在心里……”周继红说：“我
时常告诉自己， 我也是女人， 不妨换位思
考。”

“给你讲个向艳梅跟我的小插曲吧！”
周继红说。

“这个姑娘，犟起来跟头牛一样。”在她
眼里，10岁便入选省队的向艳梅算是个

“好带”的徒弟，但也很有性格。有一次训练
课，因为某些原因，周继红打算“罚”一下向
艳梅，语气也有点重了，“艳梅也有点较真，
我让她受罚，她一动不动。可把我气得！”眼
见徒弟这般态度， 周继红却意外地压住了
怒火。 那天下课后， 她故意没有理会向艳
梅，第二天却发现向艳梅“老实”了许多。训
练间隙，周继红走到弟子身边，耐心指导并
夸奖她有进步，有点“懵”的向艳梅见师父
如此“和气”，放下杠铃低下了头，承认了错
误。

“艳梅很有性格，都在气头上，硬来没有
意义，不如等大家气消了以后再说。”在周继红
看来，女性运动员比男性更多一分“玻璃心”，
冷处理是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

有效沟通 找准“软肋”与“雷区”

� � � �带领向艳梅、 侯志慧和廖秋云在天津全
运会上一举夺下三金后，周继红没有休息。队
里有几十个小队员，每周上11节训练课的她
任务不轻。“现在的队员大多是00后了，可不
能有代沟啊。”她说。

刚执教时，周继红总是“板着脸”，却发现
队员很“防”着她：“自己也开始反思，是不是
跟她们聊不到一起去？”后来，她开始观察队
员的兴趣点。曾有个队员说对开车有兴趣，周
继红便试着“故意”跟她说许多关于汽车的知
识，“小家伙一下就被吸引了， 天天追着我
问。”尝到甜头的周继红开始探索年轻人的世

界，网络用语、表情包、自拍……现在她都会
了点。

结束全运会后，向艳梅开始学英语、考驾
照， 周继红最近与她聊得最多的便是这些，
“她以后还有想法考中文系的研究生，我觉得
她有必要提升下内在修养， 这也算是有共同
语言之后的思想碰撞吧。”她笑着说。

保持新鲜 共同语言很管用

� � � � 2017年是周继红与省举重队结缘的
第30个年头。

1984年开始练习举重的湘西妹子在
1986年省运会上便拿下亚军，1987年成为
省举重队第一批队员。 但严重的腰伤迫使
她1991年选择退役， 去了长沙市体育学校
读书后，她一有空闲就回省队“打杂”。

1999年， 需要女队教练的省举重队
瞄上了周继红，自此她开启了执教生涯。

当时女儿只有2岁，训练繁重，她只得选
择将女儿托付给家人看管， 有时也会惹来女
儿的“抱怨”。女儿上学后，周继红甚至还受过
老师的批评， 原因是她连开家长会的时间都
没有。每天6点出早操，白天训练，晚上9点到
12点查房，全年无休的她与队员“形影不离”。
“看到她们就好像看到了我家闺女。”她坦言。

为何如此热爱举重？ 被问到这个问
题，周继红笑了。“这是我的事业。看到孩
子们这么努力，我不敢松懈。”在她心里，
虽然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并不长， 可执教
过程中一个又一个优秀弟子的成长让她
无比欣慰，“我没有实现的梦想， 有这些
孩子在替我完成，她们都是我的骄傲。”

结缘30年 爱举重更爱弟子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美国6日宣布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将启动美驻
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后，
联合国、埃及、英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纷纷对
此举表示反对，认为这将危及地区稳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媒体发表讲话
说， 他一直公开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巴以和平
前景的单边措施。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必须由
巴以双方在照顾到各自正当关切的前提下，
依据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 通过直接谈判
解决。除了“两国方案”，没有其他选择。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说， 在法国、英
国、埃及等8国的呼吁下，安理会将于8日就
此举行紧急会议。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发表声明说， 英国
不认同美方这一决定，认为该决定无助于地
区和平。 英国驻以色列使馆设在特拉维夫，
英国不计划搬迁。 特雷莎·梅还在声明中重
申了英国就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一贯立场。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这
一决定， 认为此举将导致伊斯兰世界的愤
怒，诱发新的动乱、极端和暴力活动。

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国际社会
普遍表示反对

� � � �美韩两国空军本月4日至8日在朝鲜半岛
上空进行代号为“警戒王牌”的联合空中演习。
参演战机总数之多，规格之高，被韩媒称为美
韩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空中演习。

美军出动包括B-1B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F-22“猛禽”战机和F-35“闪电”战机参演，这
是第五代战斗机在亚太地区首次大规模投入
联合军演。分析认为，美韩军演将加剧朝鲜半
岛紧张对峙，为地区和平安全带来隐患。

分析认为，对演习的重大性进行夸张报
道是韩媒的一贯做法，意在充分发挥演习的
政治作用，对朝鲜方面施压。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6日发表谈话表示，朝
鲜不希望战争，但并不回避战争。如果美国误
判朝鲜的克制力， 最终点燃核战争导火索，朝
鲜将以强大的核力量，让美国付出代价。

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错综复杂，美
韩在朝鲜发射“火星-15”型弹道导弹之后的敏
感期，展开针锋相对的空中军演，将加剧半岛对
抗升级，是不明智选择。当前各方须冷静行事，
应多做有益于地区和平稳定、 而非火上浇油之
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美韩“最大规模”空中军演

半岛紧张对峙加剧

� � � �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记者 王亮）好莱坞
顶级舞室Millennium� Dance� Complex（简称
“MDC红房子”）12月6日正式亮相长沙， 以后
湖南舞者在长沙就能学习到世界顶级的舞蹈
教学与编排培训。

“MDC红房子”是被誉为全球第一的舞蹈
工作室， 定位是培养世界一流的舞蹈家和编
舞家。本次入驻长沙，也是“MDC红房子”首次
进驻中国， 填补了中国顶级舞蹈编排培训机
构的空白， 为中国舞蹈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了
新的思路， 对中国现代流行舞蹈文化的发展
也是一个推动。

据介绍，2018年1月9日，长沙“MDC红房
子”将邀请美国“MDC红房子”总部的舞蹈大
师来到长沙开展集训营。

好莱坞顶级舞室
登陆长沙

对俄决定“非妥协”
不为参赛“设障碍”

巴赫：

普京：

� � � �今年8月30日， 向艳梅夺得第十三届全运会女
子举重69公斤级冠军。领完奖牌后，周继红（右）和向
艳梅欢笑离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12月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瑞士洛桑出席
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