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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8体育

任子威半决赛中被判犯规 韩国选手男子1500米拔得头筹

中国队错失短道速滑第3金

冬奥观澜

看不见的赛场·争胜
顾颖

位于成都市的一座旱雪四季滑雪场，从2017年起，就是

国家滑雪队的训练基地，却仿佛一直没有什么“自宣”的举动，

默默无闻直到这次冬奥会谷爱凌夺冠，分享了她在那里训练

的画面，才被外界所关注，一起被关注的，还有那由无数均匀

柔韧、状如金针菇的小柱状物体组成的训练场地。这片与真

雪相似度极高的旱雪场，是成都为滑雪项目开展作出的专利

贡献，使滑雪摆脱了对季节、气温、能耗等因素的依赖，而且非

常环保。其实服务于本届体育盛会的高科技，从训练场地到

比赛装备，甚至细微到非专业人士根本意想不到的细节，几乎

都随处可见、无处不在。

比如短道速滑项目，挑战人类速度极限，胜负就在毫厘之

间，除了要处理好各种技战术细节之外，比赛过程中，运动员

动作和姿态的丁点变化，都会影响到最终成绩。为了备战北

京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在2019年与航天科技单位合作，自

主研发了我们国家的首座“体育风洞”，能够在训练过程中，有

效帮助运动员以完美的姿态尽量消减阻力。可能用文字描述

清楚何为“风洞”并不简单，不过中国短道速滑项目在这方面

的“科技伴随”，没有输给其他任何竞争对手，也是真真切切

的。同样以短道速滑队为例，运动员们的比赛服是国内自主

设计的，能够达到世界同类服装最轻、最透气的水平，纤维安

全性强度是钢丝的15倍，整套服装更是采用先进技术，表面

的异形结构，将空气迅速导流，能比普通滑冰服减小更多阻

力，被称为“冰上鲨鱼皮”。

时至今日，体育大赛的比拼，不仅是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的

考验，也是对各国科技研发能力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是一片“看不见的赛场”，中国，同样在争取胜利。

从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餐厅出
来，一排颇具“中国风”的背景墙独具特
色，这也吸引了很多国外媒体工作者的
兴趣，大家纷纷合影留念。在网红“智慧
餐厅”饱餐一顿后本来就是幸福开心的，
一出门就看到这么多养眼的中国画，绝
对是一种享受。
主媒体中心负一层长达近百米的墙

上，贴着一幅幅具有北京特色的画卷，既
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包括长城、首都
博物馆、天坛、故宫、八大处等人文景观，
还有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这样
标志性的建筑，此外还包括很多冰雪元
素，一幅名为《冰梦飞扬》的画卷是当中
最为绚烂的，展现了中国冰雪运动的蓬
勃发展和群众基础。

在众多背景墙中，长城最受国外朋
友的欢迎，这面墙是立体的，地面上还有
一个台阶，很多人都坐在或者站在这个
台阶上，摆出各种姿势，与长城合影留
念，一位国外工作人员在合影后，竖起大
拇指赞叹说，“真棒！”他对中国文化的喜
爱溢于言表。 特派记者 张璐璐

（本报北京2月9日电）

在单板滑雪U型
场地技巧项目上，中
国选手蔡雪桐是国际
赛场响当当的人物，
不仅7次收获象征赛
季总冠军的“水晶
球”，而且目前稳坐该
项目世界第1宝座。
不过今年已经29岁的
她心中依然存有遗
憾，那就是此前已经
参加了3届冬奥会的她却一直无缘登上领奖台。从温哥华到北京，
一路走来，这位“四朝元老”期待在自己的家门口圆梦。“决赛中我要
增加难度，否则4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在
闯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决赛后，蔡雪桐表示。

为了给决赛做足准备，蔡雪桐在今天的资格赛第2轮尝试了
新动作。她后刃起跳，外转900度完成得干净利落，内转540度和
反脚720度也同样出彩，可惜在最后一个高难度动作上出现失误，
摔倒在赛场，只得到了55.50分。“我很想做成这个动作，但很遗憾，
希望明天继续加油，能顺利完成。”蔡雪桐表示。
在外界看来，中国“单板双姝”蔡雪桐、刘佳宇的最大竞争对手

就是美国选手克洛伊·金，她在今天的资格赛中位列第1晋级决
赛。对此，蔡雪桐认为：“克洛伊不会给我带来压力，她本来就滑得
很好，而且推动了这个项目的发展。我处于挑战者的位置，正是因
为她在不断提升难度，其他选手才会不断突破自己。”

虽然此番已经是第4次征战冬奥会，但蔡雪桐感觉还是像第
一次参加冬奥会一样开心和兴奋，“希望自己能好好享受比赛，特
别是在家门口。云顶这个赛道很棒，对手也很棒，我没有不拼一把
的理由，期待在北京实现突破。”蔡雪桐说。

特派记者 张璐璐（本报北京2月9日电）

本报讯（记者 王梓）今天，北京冬奥
会将产生8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有望在单
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项目中争夺奖牌。

男子钢架雪车比赛于9时30分打响，
今日将进行前两轮比赛，明日决出金牌。
在此前6轮官方训练中，中国选手闫文港
和殷正状态出色，均拿到过单轮训练第一
名的成绩，具备竞争奖牌的实力。

花样滑冰男子单人自由滑也将于9
时30分展开金牌之争。日本名将羽生结
弦能否实现冬奥3连冠惹人关注。在此
前的短节目比赛中，羽生结弦得到95.15
分位列第8，落后居首的美国选手陈巍接
近20分，想要在自由滑比赛中后来居上
难度极大。中国选手金博洋在短节目比
赛中拿到90.98分，暂列第11位，他的目
标是站上领奖台。

19时，自由式滑雪项目将展开空中技
巧混合团体赛的角逐。这是北京冬奥会
的新增项目。去年年末，中国队曾在两个
世界杯分站赛中夺得该项目冠军，展现了
不俗实力。这一次由徐梦桃、贾宗洋领衔
的中国队将向着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女子冰壶比赛定于今日打响，中国
队一日双赛，分别对垒丹麦队和瑞士队。

很多人喜欢“冰墩墩”的理由很简
单——萌！确实，“冰墩墩”的原型是
熊猫，本身就是“世界第一萌物”，在全
世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众多真爱
粉，最近几年，在网络和短视频的加持
下，熊猫的萌态更进一步得到了挖掘，
每天通过iPanda熊猫频道“云吸熊猫”
的人数以千万计。有熊猫这个“基本
盘”打底，吉祥物想不萌都难。

相比于此前众多以熊猫作为原型
的吉祥物，“冰墩墩”可以说是最像熊猫
的一个，而且还是一只“幼崽”。据“冰
墩墩”的总设计师曹雪介绍，为了让熊
猫形象看起来更讨喜，他和团队成员专
门飞到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实
地观察，发现幼年熊猫走起路来呈内八
字，头身比也和成年熊猫不同，显得更
加呆萌可爱，于是便以幼年熊猫形象为
基础进行了完善。此外，随着冬奥会的
开幕，“冰墩墩”逐渐“活”了起来，开幕
式上的惊艳亮相将其蠢萌的特征展现
无遗，也正是在冬奥开幕式之后，“冰墩
墩”才真正火了起来。

除了形象之外，名字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冰墩墩”，无论是中文还是
英文都朗朗上口，简单好记，即便是外
国运动员也能准确发音，一下子就能
记住这个名字。一同出道、同样憨态

可掬的“雪容融”之所以没有那么火，其
中一点就是名字不如“冰墩墩”好记，别
说外国人了，咱中国好多地方都没法准
确区分“rong”和“yong”的发音，而且，
“容”“融”两个字并不一样，搜索时很容
易打错，客观上也降低了传播度。

可爱、萌，几乎是所有吉祥物的“标
配”，但为什么只有“冰墩墩”成功“破圈”了
呢？这里面就少不了广大网友的功劳了。
随着“冰墩墩”热度的不断提升，网友的创
造力被不断激发，表情包、热梗、视频、歌
曲，各种“二创”层出不穷……在网络的疯
狂传播下，“冰墩墩”也彻底“出圈”，从一
个呆萌的吉祥物，进化成了拥有更多人格
色彩、传播力更加旺盛的“网红”。人们抢
购“冰墩墩”，也不再只是为了冬奥留念，而

是成了“当季不买就会落伍”的时尚。
不得不说，如今“一墩难求”的景象，

还存在一些意外因素。比如赶上了春节
假期，吉祥物制造厂商的工人都在放假，
短期内供货不足；再比如因为疫情防控
的原因，吉祥物专卖店都实行了限流，从
而延长了排队的时间……
当然，“冰墩墩”大火，归根结底还是

因为它是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就像中
国电影衍生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
电影学院教授张杰分析的那样：“北京是
全球唯一举办双奥的城市，其纪念品更
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收藏价值。”对于
绝大多数人来说，购买“冰墩墩”是他们
参与冬奥、感受冬奥，最微小也最直接的
举动。 本报记者 滕达

本报北京2月9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天上午，北京冬奥会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打响，中
国队共有4名选手亮相赛场，最终，蔡雪桐、刘佳宇、邱冷晋级决赛，
武绍桐遗憾遭到淘汰，卫冕冠军、美国选手克洛伊·金排名首位。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有望
冲击本届冬奥会奖牌。在4名参赛选手中，蔡雪桐和刘佳宇此番已
经是第4次征战冬奥会，经验非常丰富。其中，刘佳宇是中国单板滑
雪的领军人物，曾经获得2009年世锦赛冠军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亚
军。北京冬奥会周期，她饱受伤病困扰，但依然带伤坚持，继续亮相
冬奥赛场。资格赛首轮，刘佳宇发挥欠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误，
摔倒在赛场，只得到15.25分，排名第19位。第2轮，她顶住压力，以反
脚前刃滑入U型场地，连接两个720度转体和两个540度转体动作顺
利完成，得到72.25分。凭借这一轮的出色发挥，刘佳宇以第7名身
份闯入决赛。“决赛中我会放大招，在自己的福地云顶滑雪公园比
赛，感到非常开心和放松，大家为我祈祷吧。”刘佳宇说。

蔡雪桐虽然在平昌冬奥会上没能站上领奖台，只取得第5名的
成绩，不过，她本赛季发挥出色，获得世界杯总冠军，成功捧起水晶
球。本场资格赛，她凭借首轮得到的83.25高分，以小组第3身份锁
定决赛名额。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邱冷在两轮比赛中表现相对保
守，最终以66.25分的成绩，排名第12位，压线晋级，首次闯入冬奥
会该项目决赛。

本报北京2月9日电（特派记者 张

璐璐）今晚，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再
度在首都体育馆上演，备受关注的中国
选手任子威从男子1500米1/4决赛中成
功突围后，在半决赛中被判手臂阻挡犯
规，无缘向个人第3枚冬奥会金牌发起
冲击。韩国选手黄大宪以2分09秒219
的成绩夺冠，加拿大选手杜博伊斯和俄
罗斯奥委会队的叶利斯特拉托夫分别获
得银牌和铜牌。

在率先上演的男子1500米 1/4决
赛中，3名出战该项目的中国选手中只
有第6组的任子威以小组头名身份晋
级半决赛，其余两位中国小将孙龙、张
添翼均止步1/4决赛。1500米是任子
威本赛季成绩最好的项目，在世界杯积
分榜排名首位。不过本场半决赛，他被
裁判判定为直道滑行中手臂阻挡哈萨
克斯坦选手，取消比赛成绩。对此，任
子威也表示了认同，“问题还是出在我

自己的心理上，犯这种低级错误是我之
前没有想到的。”
自从拿下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和男

子1000米两枚金牌后，任子威就备受关
注。“所有的人都说我这次肯定又能拿第
一，我的心理也出现变化，开始有心理包
袱了。半决赛时就已经开始想决赛的事
了，没有注意到很多细节。”比赛结束后，
任子威不断反思着自己的问题，“最后两
圈为什么不全力拉外道？为什么不去想

想技战术？决赛还没进去，却一直在想
怎么冲第一，还是自己的心态有问题，我
要在后面的比赛中改进。”

此外，在今晚进行的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接力半决赛争夺中，由范可新、张
雨婷、韩雨桐、曲春雨组成的中国队发挥
出色，以小组第2身份顺利进入A组决
赛；曲春雨、韩雨桐、张楚桐3名队员还参
与了女子1000米预赛争夺，她们均顺利
晋级1/4决赛。

“冰墩墩”为什么这么火

时间倒退到今年1月27日，那一天，
是中国女足队长王珊珊32岁的生日，她
的心思，都在3天后与越南女足的那场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上……

王珊珊生日之后的整整10天，2月6
日，中国女足在逆转战胜韩国女足后，时
隔16年再度捧起亚洲杯，她本人也实至
名归当选本届赛事最佳运动员，而伴随
着那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国内球迷
的热情被点燃……

昨天下午，载誉归来的中国女足在
休息调整了一天之后，在苏州的隔离酒
店内，进行了回国后的首练。王珊珊说，
在她心目中，这次亚洲杯夺冠只是一个
开始，接下来中国女足还要准备迎接亚
运会、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等一系列的
任务与考验，球队不能在荣誉面前做太

久的停留，而她个人，希望能通过付出最
大的努力来延续运动生涯，为中国女足，
能踢多久，就踢多久……

时间过得好快，当年在天津开启自己
职业生涯的时候，王珊珊还不满二十岁，
一转眼就是十几年，甚至和此番亚洲杯同
样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女足门将朱钰在
天津当了两年队友的往事，都已经停留在
5年前。回国后这两天，作为中国女足队
长的王珊珊很忙，接受采访、录制与冬奥
会互动等视频，都需要安排好时间，不过
在自如应对这一切的时候，她却说：“那么
多人关注女足，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热度，
可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自己首先要冷静下
来，因为后面女足一步步前进，需要的是
脚踏实地，不可能靠热度来维持。”

在过去几年亲身经历过中国足球大

环境低迷、联赛整体水平下滑之后，王珊
珊说她非常看重这次夺冠：“我们中国女
足正面临逐步完成新老交替，中国女子
足球运动想要发展提高，需要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需要社会层面有更多的足球
文化构建，营造更好的足球氛围，我们这
个冠军，对所有这些，都是意义非凡的。”

通过本届亚洲杯，中国女足让外界
看到了她们的阳光与坚韧，王珊珊说，水
庆霞指导让大家变得有了真正的自信，
出发之前，每个人都在告诉自己，中国女
足不畏惧任何对手。“除了训练、比赛要
求我们严，在平时生活中，水指导其实要
求我们挺松的，她了解我们。”王珊珊的
这句补白，其实也是中国女足继续团结
走下去的保证。

本报记者 顾颖

主媒体中心“中国风”色彩十足

燃在冬奥

花滑决战引人关注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

中国“三朵金花”晋级决赛

从温哥华到北京一路走来

“四朝元老”期待在家门口圆梦

冰雪印记

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到

底有多火已经无需赘述，单看看每天在

官方专卖店前排起的长龙，以及官方网

店一直处于“补货中”的状态就知道

了。但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火吗？毕

竟，“冰墩墩”早在2019年9月就已经正

式亮相，最初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

甚至一度被网友吐槽“太丑”……

本报讯（记者 王梓）北京冬奥会第
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比赛
“参赛即突破”的基础上，继续超越自我。
在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赛中，中国17
岁小将冯贺晋级1/8决赛，最终排名小组
第4无缘更进一步。她是首位参加冬奥
会该项目比赛的中国运动员，为中国代
表团创造了新的历史。
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还有主火炬手赵

嘉文，他为中国代表团填补了北欧两项比
赛的战绩空白，以33分29秒8的战绩排名
第43位。德国选手盖格尔摘得该项目金
牌。作为一名21岁小将，赵嘉文用4年时
间追赶着开展该项目已有近百年历史的
北欧强敌，他未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孔凡影在高山滑雪女子回转第二轮比

赛中，以2分11秒95的成绩位列第47位，弥
补了其上届平昌冬奥会未能完赛的遗憾。
在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

挪威选手鲁德夺得冠军。在双人雪橇比
赛中，德国组合摘得金牌，中国组合黄叶
波/彭俊越排名第17位。
在男子冰壶循环赛首轮比赛中，中

国队4：6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瑞典队。

雪上项目实现历史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