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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舌尖上的““平衡之道平衡之道””

饮食习惯是一个相对主观
的选择，李杰特别提到，在制定
健康的食谱时，也要兼顾食物
的口味，让运动员更愿意吃。
另外，营养团队与运动员及教
练员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
毕竟他们不可能时时陪在运动
员身边，而在教练员的监督下，
运动员的饮食习惯往往会有改
善。二沙游泳运动中心主任何
新中就相当认同这个观点，他
本人也是游泳队的教练，在日
常生活中也会对运动员的饮食
提出建议。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番
茄炒蛋就是很好的食物”，何新
中说，“番茄有很强的抗氧化作
用，还能缓解肌肉疲劳，加快运
动员的恢复。另外鸡蛋中的蛋
白质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
建议运动员多吃。”除此之外，
在全运会进行期间，何新中还
细心地提醒运动员注意在比赛
开始前和结束后适当进食。何
新中展示着他微信中的聊天记
录，上面详细地记录着全运会
期间他在不同比赛前对队员们
的提示。

在何新中看来，饮食推荐
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
是如何让运动员执行。“我们都
知道哪些好哪些不好，但如何
让运动员愿意按照你制定的菜
谱去饮食，就需要教练员的监
督和智慧了。教练员自己也需
要多学些营养方面的知识，这

样才能让运动员更相信你，毕
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嘛。”何新中笑着说。

广东队跳水队金牌教练何
威仪也认为，运动员的日常饮
食会对他们的成绩造成影响。
何威仪表示：“在日常训练中，
我们都会提醒运动员需要合理
搭配饮食，碳水蛋白质纤维素
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让
运动员在长时间的训练后，充
分地补充他所需的能量，让身
体得到更好的恢复。”

何威仪还特别提到在比赛
期间，他要求队员少食多餐，让
身体充满能量的同时不产生饱
腹感。谈及二沙基地的饮食保
障，何威仪也是相当满意：“二
沙基地一日三餐都为运动员提
供很好的保障，选择的种类也
多，菜式都以少盐少油为主。”

为了让运动员们更愿意接
受相对健康的饮食方案，二沙
的厨师也是费了一番心思。除
了通过宣教手段进行科普知识
外，厨师们还在饭菜的口味上
做文章。在二沙饭堂，牛肉、羊
肉、禽类、海鲜类、青菜应有尽
有，味道也是相当可口。另外，
饭堂还提供橙汁、牛奶等饮品，
以满足运动员的要求。

除此之外，饭堂还会不定
时地提供炸鸡块、红烧排骨等

“重口味”但深受运动员喜欢的
食品。李杰解释道：“运动员也
和普通人一样，喜欢吃一些香

口类的食物，但这样的食物大
部分是油炸或高热量食品。像
糖醋排骨，可能我们一周只提
供一次，这对运动员的健康饮
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又可以
调剂口味。”

在刚刚过去的奥运会以及
全运会上，来自二沙的广东运
动员表现出色，工作人员们都
很欣慰。“大家都知道膳食营养
很重要，但具体有多重要却没
有一个具体的可视化标准。运
动员取得的成绩首先要归功于
他们本人的努力和教练员的悉
心指导，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
该做的事情。”李杰说，“特别是
近一个周期以来，二沙中心的
领导、项目中心干部、教练员、
运动员对膳食营养的重视程度
在稳步提升，对运动营养工作
的接受和配合程度比以往有了
很大的改善，这也是我们工作
的最大动力。”

一日三餐看似稀松平常，
但正是像饮食习惯这些平日里
不经意的积累，堆砌起了运动
员们在顶峰的辉煌。

就像著名的“石匠精神”说
的那样：你可能敲打一块石头
100次，石头也不会发生任何改
变，但在敲第 101 下的时候，石
头裂成了两半。让石头裂开的
并不是第101下敲击，而是前面
所有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也
许这就是日常的营养摄入在运
动员的成功中起的作用。

策划：陶勇
统筹：林本剑
采写：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跳水队再次证明了自己
梦之队的成色，拿下了8块金
牌中的7块。其中，广东跳水
队就夺得了 3 金。每当广东
跳水运动员比赛时，魏东凌
就在场边紧张地注视着他们
的一举一动。魏东凌是广东
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以下简
称“二沙”）广东体育医院运
动医学副主任医师、广东跳
水队医疗组负责人，在东京
奥运会期间负责广东跳水运
动员的医疗康复保障工作。
除了保障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外，魏东凌还要关注他们的
体重变化。运动员体重的每
一丝增减都是魏东凌心中的
挂念，他需尽可能让运动员
在摄取能量和保持正常体重
之间取得平衡。

和普通人相比，多数运动
员们每天消耗的能量巨大，
他们对身材以及体重的管理
也比正常人更加严格，这也
就对他们的饮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因此，运动员的营
养补给和饮食保障就显得尤
为重要。据二沙科研处处长
李杰介绍，早在2017年，二沙
中心就成立了由多名专家组
成的运动营养保障团队，为
广东运动员的饮食提供专业
保障。

“其实和普通人一样，运
动员也会有一份膳食指南。
根据每名运动员的身高体
重、从事的不同体育项目，不
同的训练背景，我们会有不
同的饮食推荐。”李杰表示，
运动员的饮食并没有大众想
象得那么神秘，在最根本的
基础营养摄入上并没有原则
上的区别，他们要做的就是
根据不同运动员的需求，为
他们提供最适合训练和比赛
的食谱。总的来说，运动员
也需要食物多样、粗细搭配、
适量鱼肉蛋奶、多吃蔬菜、豆
制品，同样需要控盐、控油、
控糖。

当然，运动员的饮食要求
更加严苛。运动员往往甚少
在社会上的餐馆就餐，也很
少喝可乐这样的碳酸饮料，
这是出于饮食安全和训练要
求的角度考虑。在东京奥运
会夺冠后，谢思埸就笑称最
想做的事就是喝一瓶可乐，
因为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喝过
可乐了。即便是在短暂的休
假期间回到自己家中，营养

工作人员也会建议运动
员优化饮食结构，注意饮
食健康和安全，不在自己
不放心的餐馆用餐，就是为
了防止有误食瘦肉精的风
险。“换句话说，他们要遵守
这个行业规则，这是一名职
业运动员所需要的职业素
养。”李杰说。

具体到个人，有些运动员
需要控制体重少吃精吃，而
有些则可能为了补充更多的
营养，要进行加餐。

比如跳水运动员，体重是
他们身体监控最重要的指标
之一，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
可能都会对他们的动作造成
巨大的影响。用魏东凌的话
说就是：“在顶级的国际赛场
上，决定最终结果的可能就
是那零点几公斤。”东京奥运
会前，从五月份开始，魏东凌
每天都会观测跳水队队员的
体重。“奥运会前我每天都会
让他们称体重，吃什么也很
有讲究，就是为了让他们的
体重能在正常范围内。”魏东
凌说。

有些跳水运动员只有 14
岁 ，爱 吃 零 食 是 她 们 的 天
性。对于这样的运动员，魏
东凌表示要尤其关注。“像一
些年龄小的运动员，你要注
意她会不会偷偷在宿舍里吃
零食。甚至有时候我会说

‘不行，让我来给你打饭’，在
训练后都是我亲自挑选适合
她们的食物。”魏东凌补充
道：“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奥运村里有冰淇淋提供，我
们的运动员很想吃，我最后
也允许了，但她们也只是吃
了一个，就是要在比赛前控
制好体重。”

跳水运动员为控制体重
发愁，而有些运动员则需要
更多能量。现效力于广东男
篮的徐昕在四年前来到二沙
时身高就达到了 2 米 18，体
重却只有 97 公斤，当时只有
15岁的他让科研人员费了不
少心思。“因为他长得实在是
太快了，正常的一日三餐肯
定无法满足他的日常生理需
要，更不必说专业训练的消
耗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决定
给他加餐”，李杰说，“他不光
需要长身高，更需要加强力
量。我们会有一个专业团队
对有需求的运动员进行评
估，并针对他个人给出饮食
上的建议。”

为了尽可能地让在二沙训
练的运动员吃好，二沙的营养
团队可谓是费尽了心思。据李
杰介绍，二沙运动员餐厅全力
保障运动员的一日三餐。午餐
和晚餐都分别有六个主菜和四
个配菜，还有配汤和粥，并提供
米饭、面条、馒头等粗细搭配不
同的主食。“主菜按比例包括牛
羊肉、禽类以及一些海鲜产品；
配菜则是荤素搭配的组合，可
以满足运动员日常的需要”。

如何在餐标内做出颇为丰
盛的菜品，就成了二沙总务处膳
管科和营养团队思索的难题。
他们在多样性方面也下了很多
功夫，尽可能保障每天菜品不重
样，满足运动员日常训练所需的
同时，也是为了调节运动员的口
味，让他们吃得进去。

在二沙饭堂一层的大屏幕
上，滚动着当日当餐食堂提供
的餐食。走进食堂内部，荤素
搭配的菜肴琳琅满目，各种肉
类、蛋制品、蔬菜和主食应有尽
有，在运动员就餐的餐桌上还
有二沙饮食团队制作的饮食推

荐指南。在食堂每层的出口
处，总务处膳管科还特意提供
了果汁或牛奶供运动员选用。

据李杰介绍，为了让不同
项目、不同需求的运动员了解
自己一日所需摄入的营养，营
养团队在不同训练和比赛时
期，每个项目以一名重点运动
员为参考，以他们为例制作了

“推荐菜谱”。并以图片的形式
将应该打多少菜、多少饭印在
运动员就餐的桌子上，让运动
员有参考标准。在二沙的饭
堂，每一个座位上都张贴着不
同项目运动员的膳食营养指
南，提供膳食营养建议和推荐
菜品。如果运动员在当天或这
段时间的运动量较大，指南上
还提供了早中晚三餐的加餐建
议，并给出了推荐食品。

营养团队所付出的努力并
不只有这些。“我们的工作其实
要融入到运动员的每餐当中，
特别是赛前，我们会在饭堂关
注运动员的饮食情况，观察每
一名运动员是否对饮食满意，
是否摄入了充足的能量。每次

都是等所有运动员都吃完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才会去吃饭，
因为我们必须对运动员们的饮
食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李
杰说，“到最后我们的工作人员
都非常熟练了，比如扫一眼餐
盘就知道营养搭配如何，看一
下米饭分量就知道摄入了多少
碳水等。”

和日常饮食相比，运动员
比赛前后的饮食方案更加重
要。对此，二沙科研处也提供
了相关建议。在部分项目的比
赛时间和午、晚餐时间发生冲
突时，营养团队都会建议运动
员们在比赛前两小时用完正
餐，以便有足够的消化吸收时
间，避免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
响比赛；在比赛结束后也会建
议运动员进行能量补充，这是
为了身体机能得到更好的恢
复。运动员总会前往不同的地
方进行比赛，要面临不同的饮
食习惯，对此李杰表示：“我们
会建议运动员在外出比赛时，
尽量吃自己熟悉的食物，少吃
生、凉、有刺激性的食物。”

广东体育军团幕后保障力量
独家报道

5古人有云，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行军打仗

如此，和平年代的体育比赛
同样如此。在体育科技日益发

达的今日，运动员们日常吃什么，
怎么吃，对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有着

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竞技场上的表
现和成绩。广东体育军团的背后，就有
着这样一支专业团队为运动员们提
供专业的饮食建议和营养保
障。他们科学平衡健康与口
味，力保广东健儿四季三
餐的运动营养健康。

吃什么，营养保障团队考虑周全

怎么吃，“推荐菜谱”让人心中有数

有弹性，健康美味两全其美

内容详尽、分类清晰的健康饮食宣传册

专家为运动员餐厅厨师进行指导

运动员餐厅提供的餐食

专家在运动员餐厅现场指导

世预赛12强赛·今晨

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今晨激
战数场，B组的两场比赛颇有戏
剧性，西班牙客场以1比0小胜希
腊，瑞典客场爆冷以0比2负于格
鲁吉亚。西班牙积16分升至榜
首，瑞典以15分降至第二。

11月15日的小组赛最后一
轮，西班牙将在主场迎战瑞典，
比赛在塞维利亚举行，西班牙只
需打平就能直接晋级世界杯决
赛圈。瑞典需要爆冷战胜西班
牙，才能直接出线。不过瑞典至
少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二，可以去
打附加赛争夺世界杯入场券。

如果瑞典今晨也能取胜，
就可以在积分上继续领先西班
牙，变成西班牙在最后一轮只有
获胜才能直接出线。欧洲无弱
旅，格鲁吉亚成了影响西班牙和
瑞典争夺世界杯入场券的关键
因素。在国际足联的国家队排
行榜，格鲁吉亚仅排在第93位，
比中国男足（第 75 位）还低了18
位。这是因为欧洲强队很多，格
鲁吉亚的比赛对手主要是欧洲
球队，很难抢到分数，所以排名
根本不能反映其真正实力。

在本届世预赛主场对西班
牙的比赛中，格鲁吉亚凭借中
场大将卡瓦拉斯希利亚的进球
长时间以1比0领先，西班牙最
终艰难地以2比1完成逆转，奥
尔默在伤停补时阶段才攻入制
胜球。格鲁吉亚今晨主场迎战
瑞典，在俄超中游球队喀山鲁
宾效力的卡瓦拉斯希利亚再次
成为风云人物，他在第 61和第
78 分钟连入两球，为格鲁吉亚

拿下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
40岁的瑞典中锋伊布成名

多年，曾被誉为仅次于梅西和
C罗的“世界第三”。但在这场
关键比赛中，伊布再次暴露了
自己的“大场面软脚蟹”属性，
他和风头正劲的西甲皇家社会
中锋伊萨克组成双高组合，却
没能取得进球。

瑞典客场对格鲁吉亚的比
赛今晨 1 时开始，西班牙客场
对希腊的比赛 3 时 45 分才开
始，在西班牙那场比赛开球的
时候，瑞典已经输球。西班牙
主帅恩里克赛后表示：“尽管我
们知道瑞典输了，但我们还是
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比赛，这场
比赛很艰苦。”

西班牙中卫加西亚因伤缺
阵，拉波尔特的中卫搭档换成
了皇家社会的中卫马丁内斯。
第 26分钟，马丁内斯在对方禁
区内的混战中造成希腊后卫吉
拉努利斯犯规，经过 VAR（视
频助理裁判）确认后，西班牙获
得点球。巴黎圣日耳曼旧将萨
拉维亚操刀主罚点球命中，成
为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

马丁内斯和瑞典中锋伊萨
克是皇家社会的队友，下一场
对瑞典的关键比赛，恩里克会
否继续使用马丁内斯首发，成
为一大看点。伊布届时表现如
何，同样也值得关注。西班牙
替补席上还有一名中卫保·托
雷斯，来自上赛季欧联杯冠军
比利亚雷亚尔。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如果说做客沙特队中国队
踢出12强赛以来最出色的下半
场，那么面对阿曼队则打出了
最惊艳的上半场。此前做客沙
特队，主帅李铁的排兵布阵遭
到质疑，尤其对归化球员的使
用引发热议。此役在首发阵容
上李铁再次作出改变，这一次
变阵总算是顺应了“民意”。李
铁祭出4-4-2阵型，阿兰、洛国
富搭配武磊和张玉宁组成全新
前场组合，加上中卫蒋光太，这
是中国队首次在首发名单使用
三名归化球员；27 岁的徐新则
与队长吴曦联袂后腰，前者上
演国家队首秀。面对阿曼队，
李铁主攻的意图非常明显。

上半场国足最可喜的变化
是12强赛以来首次呈现攻守均
衡的态势，而这一切都得益于
洛国富的首发。上半场洛国富
堪称中国队表现最佳的球员，
在攻防两端几乎都能看到他的

身影。绰号“野牛”的他每球必
争、寸土不让，对阿曼队的后防
线不断施压，侵略性极强，并多
次遭到对方后卫的恶意犯规，
洛国富踢出的“血性”足球在国
足的比赛中相当罕见。

洛国富与阿兰在国家队的
首次首发，让中国队的前场进
攻有了支点。由守转攻时，拿
球球员除了吴曦外，中前场也
有了更多的选择。洛国富在左
路的突破以及与阿兰、张玉宁
的连线，让左路成为主攻点，同
时也完全遏制住了阿曼队的右
路进攻。

伴随着前场进攻的多点开
花，国足的进球也就水到渠成。
上半场第 21分钟，武磊接应朱
辰杰的头球摆渡门前抢点破门，
而这次机会正是洛国富与阿兰
配合后制造的角球。武磊斩获
本届预选赛的第11粒进球，近9
战8次建功，再当国足“大腿”。

李铁换人成败笔
国足憾平阿曼队

世预赛·今晨

瑞典爆冷负于格鲁吉亚
西班牙掌握出线主动权

一次不明智的换人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今天凌
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12强赛上
演第五轮，在抢得完美开局后，国足主帅李铁再出昏
招，最终中国队在“主场”沙迦以1比 1憾平阿曼队。
同组其他场次中，澳大利亚队主场以0比 0战平沙
特队，日本队客场以1比0战胜越南队。五轮战罢，
中国队1胜 1平3负积4分，排名B组第五。下周二
23时，国足将继续在沙迦迎战澳大利亚队。

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67
分钟，主帅李铁用蒿俊闵、吴兴
涵换下徐新、洛国富。中国队
上半场攻防传导顺畅，一方面
得益于洛国富和阿兰的技术串
联，另一方面则是徐新首发后，
队长吴曦获得全面“解放”。

徐新本战承担了更多的脏
活、累活，这才让吴曦有了更多
的精力在中场梳理。然而，蒿
俊闵换下徐新后，双后腰再次
暴露出国足防守能力不足的软
肋。而洛国富则是上半场最活
跃的球员，也是对阿曼队最有
威胁的攻击手。李铁的两次换
人直接导致攻守两端“自废武

功”，最终局面失控。第 75 分
钟，对方利用角球扳平比分，而
这粒角球正是国足中场防守真
空后，对手远射创造了机会。

赛后，李铁认为换人是正
常操作，“比赛进行到第 60 分
钟时，我感觉洛国富的活动能
力有所下降，球队的边路防守
也开始出现松动，换上蒿俊闵
和吴兴涵就是想加强对中场
的控制。”对于比赛结果，李铁
表示：“总体来说有点遗憾，本
来可以赢下比赛，但对手表现
得非常顽强，我们只能继续向
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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