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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8年是体育大年，世界杯、冬奥会、青奥会轮番上演，精彩
赛事让人目不暇接。不同的领域和项目，百花齐放，再创传奇。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世界杯的荣耀和火热， 莫德里奇
的潇洒飘逸和姆巴佩的横空出世，仿
佛还在全世界球迷的心中闪回。

6月14日至7月15日， 第21届世界
杯在俄罗斯举行，32支铁骑尽情演绎
足球的终极魅力。 尽管缺少意大利和
荷兰等传统劲旅， 本届世界杯依然精
彩。备受期待的“梅罗双骄”，又一次双
双折戟；VAR技术世界杯首秀，让比赛

更公正的同时也更扑朔迷离； 东道主
俄罗斯杀入8强，成为最大黑马……

最终， 法国队以4比2击败克罗地亚
队，继1998年后再捧大力神杯，这支全球
身价最高的球队成功“兑现”了天赋，主帅
德尚也实现在球员和教练时期都斩获世
界杯的伟绩。本届世界杯也预示着，以姆
巴佩、格列兹曼、博格巴为代表的90后球
员，正式成为世界足坛的中坚力量。

90后扛起足坛大旗法国闪耀世界杯

� � � � 第23届冬奥会2月9日至25日在韩
国平昌举行。 本届冬奥会是史上规模最
大、项目最多的冬奥会，共有来自92个国
家和地区的2900多名运动员参赛。

本届冬奥会， 挪威和德国以14枚
金牌并列金牌榜第一。 挪威还以14金
14银11铜的成绩， 刷新冬奥会奖牌数
纪录。 中国代表团收获1金6银2铜，名
列奖牌榜第14位。

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本届冬奥会不
是重点，而是一个关键的节点。闭幕式上，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接过奥林匹克五环旗，
标志着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2022
年第24届冬奥会将在北京和张家口举行。
届时，北京将成为史上第一座先后举办过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 由张艺
谋团队带来的“北京八分钟”表演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 通过出神入化的电子
技术，展现了“2022，相约北京”的主
题， 也让世界对2022年北京东奥会充
满期待。

冬奥进入“北京时间”平昌冬奥创纪录

� � � �尽管在联赛中仅位列第3名，国王杯也
早早被淘汰，但在欧冠赛场，“银河战舰”皇
家马德里又一次登上巅峰，刷新历史。

5月26日，皇马在欧冠决赛中以3比1
击败利物浦队， 一举成为欧冠改制后的
首支三连冠球队。本届欧冠，皇马先后淘
汰拜仁、 尤文图斯、 巴黎圣日耳曼等劲
敌，冠军的含金量十足。

拿下这个冠军后， 皇马的欧冠冠军
数达到13个，遥遥领先以7次冠军紧随其

后的AC米兰。
历史记住了这位神奇的玄学教练：

齐达内。执教皇马的3年时间里，尽管也
经历了质疑和起伏， 但在欧冠这样的大
场面上，他总能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率队实现欧冠三连冠后， 齐达内急
流勇退，目前正赋闲在家，不知未来会不
会和中国足球产生点实际联系？ 就在前
不久，齐达内到中国参加商业活动，据说
对麻将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齐达内急流勇退皇马欧冠三连冠

� � � � 9月16日， 尘封4年的马拉松世界纪录
在柏林马拉松赛被打破了。马拉松名将基普
乔格以2小时01分39秒的成绩创造了新的
马拉松世界纪录，首次将人类跑完42.195公
里的用时缩短到2小时02分以内。

意料中的是， 基普乔格是肯尼亚人；出
人意料的是，他已经34岁了；令人惊奇的是，
和博尔特一样， 基普乔格也是一位跨项选
手。 最初， 他的主项是5000米和3000米。
2013年，基普乔格参加了汉堡马拉松赛，这

是他首次参加路跑马拉松赛， 却以惊人的2
小时05分30秒夺冠。从此以后，基普乔格将
重心转到马拉松上，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3
年后的里约奥运会，他就以2小时08分44秒
的成绩获得男子马拉松比赛冠军，这是他首
次获得奥运会金牌。

人类的极限到底在哪里？随着训练方
法的不断优化，未来某一天，马拉松世界
纪录有没有可能突破2小时大关？ 会是基
普乔格吗？

能否突破2小时大关刷新马拉松纪录

� � � � 6月13日，国际足联代表大会投票决定，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
哥联合举办。这将是世界杯继1994年之后再
次来到北美大陆。

根据申办时的规划， 在全部80场比赛
中，美国将举办60场，墨西哥和加拿大各举
办10场。其中，1/4决赛到决赛的重头戏，都将

在美国进行。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后将
第3次举办世界杯，成为举办世界杯次数最多
的国家。

目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彼此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矛盾，尤其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
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喝”， 不知这3个国家
合办世界杯，会发生什么样的新故事。

美加墨能否形成默契三国合办世界杯

近900名运动员教练员获奖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28日对2018
年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进行了表彰，为武大靖、
谌龙、 郎平等近9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颁发了2018年度优
秀运动员和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宁宣读了《体育总局关于授予
2018年度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的决定》。武
大靖等219名运动员、李琰等146名教练员获得2018年度体
育运动荣誉奖章；曲春雨等361名运动员、张志鹏等164名
教练员获得2018年度体育运动一级奖章。

武大靖、刘佳宇、邓薇、李倩、巩立姣、杨家玉、王简嘉
禾、曹缘、肖若腾、董栋、刘晓彤、谌龙、张玲、沈阳共14名运
动员代表，与郎平、于杰、许奎元、任少芬、滕海滨、陈彬、夏
煊泽共7名教练员代表在现场共同接受了颁奖。

2018年度体育运动奖章颁发

大
威
胜
小
威

� � � � 12月27日，2018阿布扎比网球表演赛在阿联酋首都阿
布扎比开幕，美国选手威廉姆斯姐妹展开对决，最终，姐姐
维纳斯·威廉姆斯以2比1战胜妹妹塞雷娜·威廉姆斯。图为
维纳斯·威廉姆斯在比赛中发球。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52 4 7 2 7 6 2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4675447.0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55 3 7 8
排列 5 18355 3 7 8 2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 � � �图为7月15日， 获得冠军的法国队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颁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

2018体坛盘点·国际篇 2018世界体坛
缔造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