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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8体育

女子大跳台项目突破极限

谷爱凌创造历史逆转夺冠

金博洋晋级自由滑比赛

本报讯（记者 王梓）今天，北京冬奥
会将在6个项目中产生6枚金牌，分别
是：自由式滑雪1金、高山滑雪1金、单板
滑雪1金、北欧两项1金、短道速滑1金、
雪橇1金。中国代表团在单板滑雪、短
道速滑等项目中具备夺金实力。
今早9时30分，单板滑雪项目将展

开女子U型场地技巧赛的争夺，蔡雪
桐、刘佳宇、武绍桐和邱冷4名中国选
手参赛。其中刘佳宇、蔡雪桐具备夺金
实力。
16时进行的北欧两项男子个人标

准台比赛，开幕式最后一棒火炬手赵嘉
文将参与角逐，并出战稍晚开战的北欧
两项跳台滑雪标准台/越野滑雪10公里
比赛。
双人雪橇组合黄叶波/彭俊越也是

首次参加冬奥会，两人将于20时20分和
21时35分进行两次滑行。男子冰壶循
环赛将于今日20时05分拉开战幕，中国
队首战对垒瑞典队。
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是今日的重

头戏，决赛定于21时20分进行。本届冬
奥会已摘得两枚金牌的任子威，将再度
向冠军发起冲击。他在该项目上排名世
界第一，是公认的夺金热门。

冰墩墩和谷爱凌，北京冬奥会的两
大“顶流”，今天终于在自由式滑雪女子
大跳台的颁花仪式上实现了同框。笑
靥如花的谷爱凌捧起了镶着金边的冰
墩墩，顺便还让自己的五环美甲上了热
搜……尽管两大“冬奥顶流”在形象上天
差地别，但其成为“顶流”的原因却有着
颇多相似，至少在招人喜爱这一点上都拥
有着无可比拟的魔力——没有人不想要一
个冰墩墩，也没有人会不喜欢谷爱凌。
为什么会这样？
除去最直观的高颜值、最直接的冬

奥夺冠之外，谷爱凌几乎可以满足每一
个人对“完美少女”的想象：她是无可比
拟的奖牌收割机，9岁横扫全美少年组、
13岁第一次参加成人比赛就拿第一、15
岁登上国际雪联年度积分榜榜首，去年
年底到今年年初，她更是在37天之内收
获6金2银1铜，国际滑联都不禁感慨，
“这个赛季，谷爱凌除了领奖，什么也没
干”；她是人人羡慕的“真学霸”，一年时
间学完两年的高中课程，以仅比满分低
20分的成绩被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录
取；她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女孩”，除了
滑雪之外，她还是加州顶尖的长跑选
手，同时还精通篮球、体操、瑜伽、骑
马、足球、攀岩、射箭……她喜欢读书，
爱好写作，还从小学习了钢琴、芭蕾、声
乐，候机无聊时会随手弹一段钢琴解
闷；她是名满天下的超级新星，2020年，
她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
榜”，并成为年龄最小的入选者，2021
年，她又获得“ESPY最佳女子极限运动
员”的奖项提名，成为第四位入围该奖
项的中国运动员。更为可贵的是，她还
拥有着谦逊的态度、开朗的性格、高尚的
品格，夺冠之后第一时间上前安慰失误
的法国选手，温暖了无数人；她外表是混
血女孩，内心却是北京丫头，一口“京片
子”瞬间让人忘记了她的归化身份……
“星河滚烫，你就是人间理想”，很多人都

说，谷爱凌拿到了“爽文大女主”的剧本，
但就算爽文真敢这么写，恐怕也会被人
说太假。
当然，即便是如此天造地设的谷爱

凌，也要庆幸赶上了这个“黄金时代”。
就像冰墩墩能够火遍全球，除了自身设
计的巧妙之外，更少不了网络世界的推
波助澜一样，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身处这
个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从事自由式滑
雪这种小众运动的谷爱凌，会获得如此
高的关注度；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身处这
个讲究“破圈”的时代，谷爱凌会脱离体
育本身，成为全社会、全行业热议的焦
点人物；更为关键的是，如今的中国，已
经不再需要用奥运金牌来证明自己的强
大，摆脱了“唯金牌论”束缚的民众，对运
动员的评价也变得更加多元、包容，他们
不会因为她输掉了某场比赛，就翻脸不
认人；更不会发生当年刘翔退赛那样的
“舆论风暴”。也正因为如此，谷爱凌才
可以毫无顾虑地在决赛最后一跳选择自
己从未尝试过的高难度动作。很多人都
说，谷爱凌敢于做出如此大胆的选择，是
因为她“敢于尝试，不怕失败”，但换个角
度想，何尝不是因为她“不怕失败”，才能
“敢于尝试”。

对谷爱凌来说，如今的大火，无非
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
的选择”，而对中国的冰雪运动来说，谷
爱凌的大火，更像是“在正确的时间，遇
到了正确的人”。随着姚明、李娜、刘
翔、林丹纷纷退役，孙杨遭遇禁赛，朱婷
和张丽伟成绩下滑，中国体育正处于一
个偶像真空的时代，谷爱凌的横空出世
恰好填补了这样的空白，必将对中国冰
雪运动的发展起到榜样效应。
过去，项目不熟悉、规则不了解、开

展条件苛刻、运动成本高等问题一直制
约着中国冰雪运动。北京冬奥会申办
成功后，随着推行“3亿人上冰雪”，“北
冰南展”“东扩西进”等国家战略的实

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冰雪运
动的开展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并喜爱上冰雪
运动。如今，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就
像是一团火，瞬间点燃了人们的冰雪激
情，而谷爱凌、苏翊鸣、任子威这些年轻
运动员，则像是引路人，肯定会激励更

多的年轻人投身到冰雪运动之中，让更
多的家长意识到，冰雪运动对孩子的身
体、品质、心理承受力等等，都有着不同
寻常的塑造功能。就像谷爱凌自己说
的那样，自己追逐滑雪梦想，也是在激
励更多同龄人，主动拥抱人生，无愧内
心的呼唤。 本报记者 滕达

本报北京2月8日电（特派记者 张

璐璐）跳跃、腾空、旋转、落地，中国名将
谷爱凌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北京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上，漂亮地完
成了高难度动作——左转双周偏轴转体
1620后，以188.25分的总成绩，为中国
代表团勇夺该项目历史上第一金。一向
乐观开朗的“青蛙公主”赛后也喜极而
泣，“高兴、激动、感动。”谷爱凌这样形容
自己的心情。就连在场边观战的奥委会
主席托马斯·巴赫都用掌声为她喝彩。
这个冠军，谷爱凌拿得并不轻松，

却含金量十足。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

目是北京冬奥会的新增小项，总成绩由
运动员三跳中的两跳最高分相加而
成。第1跳，谷爱凌选择了自己的拿手
好戏前空翻两周加转体1440，并顺利得
到93.75分，暂列第2名。而随着法国
选手泰丝·勒德、瑞士名将马蒂尔德·格
雷莫德的高水平发挥，第2跳88.5分的
谷爱凌，前两跳结束后被挤到了第 3
名。对于她来说，第3跳必须拿到93.75
分以上的成绩，才有希望冲击金牌。“我
在第2跳后和妈妈通了电话，我妈让我
上 1440，发挥得好的话能拿到一块银
牌。”谷爱凌透露。

谷爱凌面前有两条路，求稳还是
冒险去突破？最后一跳，她还是执意
选择了此前从未尝试过的高难度动
作——左转双周偏轴转体 1620。“我
要上难度，我必须拼一把。”谷爱凌
说。妈妈回答，“好吧，是你自己的选
择，希望你能享受比赛。”只见谷爱凌
高高跳起，正向起飞，腾空翻转，最终
稳稳落地，94.50 分，有一颗大心脏的
谷爱凌成功了。“这一切实在太震撼
了。”谷爱凌说。而此前排在她前面的
格雷莫德和勒德均在第3跳出现失误，
两人最终分获亚军和季军。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做出敢于超越
自我的决定，对于一个年仅18岁的姑
娘来讲，并不简单，“之所以这么做，是
希望挑战自己，突破极限，向世界传递
这样的精神。”谷爱凌说。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成功的背后是刻苦训练和一次次
的跌倒和爬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光是
骨折，谷爱凌就曾达3次之多。而当她
实现突破的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值
得的，“这对我、对中国、对自由滑雪运
动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谷爱凌
表示。

本报讯（记者 王梓）北京冬奥会第四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不断
突破自我。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中，中国选手张洋铭
以1分29秒39的成绩位列第33位，成为首位在该项目中顺利完赛
的中国运动员。奥地利名将迈尔以1分19秒94的成绩卫冕该项
目冠军。
在冬季两项男子20公里个人项目比赛中，法国运动员马耶以

48分47秒04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选手闫星元以53分40秒06
的成绩，位列第39位，拿到中国参赛选手的最好名次。
在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比赛中，中国选手宫乃莹和臧汝

心分列第19名和第25名，无缘淘汰赛。捷克运动员莱德茨卡摘得
该项目金牌。奥地利运动员卡尔获得单板滑雪男子平行大回转冠
军，中国选手毕野以第22位的排名止步于资格赛。
在越野滑雪女子个人短距离（自由技术）资格赛中，马清华位列

第36名，无缘淘汰赛。瑞典选手松德林获得该项目冠军。在越野
滑雪男子个人短距离（自由技术）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强晋级1/4决
赛，并取得小组第二名的成绩，但因犯规被判出局，遗憾无缘半决
赛。该项目金牌归属挪威选手克莱博。
冬奥会女子冰球小组赛的争夺昨晚全部战罢，在B组循环

赛末轮，瑞典队以3：1击败丹麦队。最终在B组之中，排名前三
位的日本队、捷克队和瑞典队晋级八强，而中国队和丹麦队遗
憾止步。
冬奥会冰壶混双决赛8日晚进行，“黑马”意大利队8:5战胜

挪威队，豪取11连胜夺冠。这是意大利队首次赢得冬奥会冰壶
金牌。

本报北京2月8日电（特派记者 张

璐璐）今晚，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1500米角逐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
幕，备受关注的本赛季世界杯冠军、中国
选手宁忠岩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
滑出1分45秒28的成绩，获得第7名，另
外两位出战该项目的中国选手王浩田、

廉子文分获第20和第27名。“很遗憾没
有发挥出正常水平，期待在后面的比赛
中去证明自己。”宁忠岩赛后表情严肃，
失望的情绪溢于言表。
本场比赛，宁忠岩排在倒数第2组

出场，在他亮相之前，两位荷兰选手内
斯、克罗尔就先后滑出了打破冬奥会纪

录的成绩。“我滑之前其实没有特别注意
他们的成绩，只是听到有呼喊声，但没敢
去看，还是想以自己的节奏来。”最终，宁
忠岩没能在比赛中超越对手，内斯以1
分43秒21夺得金牌，克罗尔则以1分43
秒55摘得银牌，韩国选手金敏锡以1分
44秒24拿到铜牌。
宁忠岩在比赛结束后摇了摇头，难

掩失落，“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没有
发挥出正常水平。”的确，在北京冬奥会
前的速度滑冰世界杯4站比赛中，宁忠
岩一人就夺得3金2银，曾滑出1分43秒
262的佳绩，展现出了站上世界级赛事
领奖台的绝对实力。
在他看来，今天发挥失常的主要原

因还是出在了心理上。“这是我第一次参
加奥运会，第一次主场作战，有些紧张。”
另外，他认为自己在技术上也有提高的
空间，“感觉起速时没能够放手一搏，有
些遗憾。”
对于这样的比赛结果，宁忠岩坦言

“不服气”，“我的正常水平不是这个成
绩。”不过，在冬奥会首秀失利之后，他依
然还有机会重新证明自己，“还是要努力
把心态调整好，因为后面我还有1000米和
集体出发项目的比赛。在主场作战，要把
自己的紧张度再往下缓一缓。”宁忠岩说。

为什么人人都爱谷爱凌

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排名第七

宁忠岩期待再战证明自己
短道速滑再争金牌

高山滑雪项目再迎突破

冬奥观澜

昨天，在国家滑雪中心“雪飞燕”，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徐铭

甫，冲过了北京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的终点，成绩定格在1分

56秒93，这个成绩，离站上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却同样代

表了一个突破——中国高山滑雪运动员，首次站上滑降项目的

赛道，并完成了比赛。另外也是在昨天，徐铭甫的队友徐洋铭，

顺利完成了超级大回转项目的比赛，中国运动员这次在冬奥会

该项目能够完赛，也是一个突破。

本届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是当之无愧的大热门，数据显

示，报名参赛的运动员有307人，来自多达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个人全能、混合团体

这些设置了金牌的高山滑雪项目中，回溯中国代表团参加冬

奥会的历史，在回转项目上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最好成绩是

19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上，金雪飞获得过女子回转项目的

第19名，而在申办北京冬奥会之前，中国从没开展过赛道高

度落差至少有800米、最高时速可能超过140公里的滑降项目

训练。

为了征服滑降和超级大回转这两个公认的“高危项目”，

徐铭甫摔断过肩胛骨，张洋铭摔断过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

至代价，才有了昨天的收获。在徐铭甫完成比赛后，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亲手送给他一块签名手表，说“中国运动员完成滑

降项目的比赛很不容易”。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后，放眼未

来，“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必然会为中国开展高山滑雪

运动实现良性人才储备，至于为北京冬奥会建造的世界顶级

赛道，更是培养人才、承办大赛的基础。

也是突破·功在未来
顾颖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
天，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
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
中，平昌冬奥会花滑男单第
四名、中国选手金博洋以
90.98 分排名第 11位，晋级
花滑男单自由滑比赛。
金博洋全场第 5 位出

场。伴随4年前征战平昌赛
场时使用过的电影《卧虎藏
龙》配乐，他以行云流水般的
表现打动观众，得到 90.98
分。赛后，金博洋认为自己
的一些动作尚有瑕疵，这也
影响到节目内容分的评判。
他希望多长一些记性，不要
在不该失误的地方再失误。
他坦言本场比赛发挥出个人
平时训练90%的水平，算是
对得起这一阶段的努力，所
以自己非常开心。
两届冬奥会花滑男单

冠军、日本名将羽生结弦第21位出场。尽管开场不久就跳空了
后内结环四周跳，但他很快调整状态，出色完成其余动作，并以
极富感染力的表现得到95.15分。羽生结弦在赛后对于“跳空”
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是“卡到了坑”，所以没能跳起来。展望自
由滑比赛，除了“不要在冰面上卡住”，他更想拿出最好的表现，
包括他一直练习的阿克塞尔四周跳。短节目比赛过后，金博洋
位列第11，羽生结弦位列第8。按照赛制，参加短节目比赛的
30名选手中，前24位晋级自由滑比赛。本场头名为美国选手
陈巍，他的得分高达113.97分，这也刷新了花滑男单短节目得
分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