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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8体育

武大靖开启卫冕之旅

冬奥观澜

本报北京2月10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天，北京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
项目争夺在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揭幕，首次亮相冬奥赛场的天津选手闫
文港在前两轮比赛中表现可圈可点，分
别用时1分00秒50和1分00秒53，累计
用时2分01秒03，暂列第3名，为冲击奖
牌奠定良好基础。对于即将到来的后两

轮比赛，闫文港表示：“希望自己能发挥
出更高水平，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待，为
天津争光。”
头部向前、俯卧在钢架雪车上，闫文

港启动出发，他沿着弯曲的滑道风驰电
掣，从推车出发到启动加速，均表现稳
定，技战术运用较为得当。两轮比赛中，
闫文港分别滑出了127.94千米和126.67
千米的时速，他给自己这两轮的表现打
了8分，扣掉的2分缘自于第1轮滑行中
的失误。他说：“首轮比赛在环形弯出现
较大失误，这是非常减速的。”在环形弯
之前，他和排名第1的德国选手克里斯
托弗·格罗特赫尔用时不相上下，但在环
形弯出现问题后就落后约0.4秒，最终德
国名将罗特赫尔以两轮2分00秒33的
成绩暂列榜首。
虽然出现失误，但闫文港并没有太

多的时间沮丧，他说，前面出现的失误可
以帮助自己在后面的滑行中及时调整。
“出了这个失误，就知道如何去操控它，

才会在下次处理这种情况时变得更好，
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第2轮我在那个弯
道处相对做得更好一点。”
由于速度快、具有危险性，钢架雪车

也被称作冰雪界的F1，但闫文港表示自
己非常享受这种高速滑行的感觉，特别
是第一次站在冬奥会的舞台，他觉得特
别开心：“参加北京冬奥会是我的梦想，
希望能在这里充分展示自己，因为这几
年努力了那么多，就要把更好的我展现
出来，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待和支持。
我知道天津人民都在关注我的表现，也
会在家看我的比赛，我会努力的。”
钢架雪车比赛总共4轮，比赛结果需

要根据4轮比赛成绩的总和来排名。前两
轮比赛，除闫文港位列第3外，另一名中国
选手殷正排名第7。11日晚，该项目将决
出男子比赛的金牌，闫文港也将向奖牌发
起冲击。展望后面两轮比赛，闫文港说：
“如果能发挥得像今天一样，我也挺满意，
但是希望会比今天更好一点。”

今天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赛场备

受瞩目，日本名将羽生结弦在自由滑中

挑战阿克塞尔4周跳时落地摔倒，以男

子单人滑第4名的成绩结束自己的第3

届冬奥会。中国名将金博洋的自由滑成

绩创个人赛季最佳，最终获得第9名。

冠军归属美国选手陈巍，键山优真和宇

野昌磨分获二三名。

金博洋悲壮有力，羽生结弦唯美飘
逸。在今天的首都体育馆内上演的北京
冬奥会男单自由滑决赛，就像一场视觉
盛宴令无数人心醉又心碎。二人虽然均
未能登上领奖台，但金博洋超越了自己，
浴火重生；羽生结弦挑战人类极限，尝试
高难度动作阿克塞尔4周跳（4A），虽然
失败，但他们都是生命的强者。
一身“中国红”亮相赛场的金博洋全

部7个跳跃动作中，前6个完成得干净漂
亮，只有最后的后内点冰3周跳落冰不
稳，最终获自由滑个人赛季最高179.45

分，以总成绩270.43分排名第9。音乐
结束的那一刻，金博洋振臂高呼，随后再
次泪洒冰场，一度遭遇“滑铁卢”的他浴
火重生了，在质疑声中，金博洋战胜了自
己。“滑到最后一刻，我感觉这4年的努
力都值得了。”金博洋说。
“天才少年”曾经是对金博洋描绘最

多的词汇。初出茅庐的他，不仅创下了诸
多中国男子单人滑纪录，还拿下了平昌冬
奥会第4名。但成长之路不会总是平坦，
北京冬奥会周期，金博洋状态出现起伏，
甚至在2021年花滑世锦赛男子单人滑比
赛中只拿到22名，已不再像年少那般惊
艳。历尽千帆终归来，他记住了那些日子
里的每一分和每一秒，并把这一切放进了
北京冬奥会的节目里。“4年后，我依然带
着对祖国的情怀而来，但我滑的不是节
目，其实是我自己。”金博洋说。
身穿青白底色缀金色亮片刺绣上

衣，两届冬奥冠军、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

弦飘逸优雅地登场亮相，在雄浑深厚的
音乐《天与地》中，他的第一个难度动作
就是挑战阿克塞尔4周半跳，但他落冰时
摔倒了。随着音乐曲风渐渐悲凉，现场
一片安静，直到节目结束，观众席才再次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乘兴而来，尽兴而
归，羽生结弦虽然最终以总分283.21分
获得第4名，但这一刻，他完成了对自我
的挑战。谢幕离场时，羽生结弦向观众
深深鞠躬，并弯腰触摸冰面，难掩不舍。
就像奥运之父顾拜旦说的那样，“人

生最重要的不是凯旋,是战斗。”在人生
跌入谷底的时候，金博洋告诉自己，“挺
一下，再挺一下，一直挺到最后，会有一
束光为你打开。”饱受哮喘折磨的羽生结
弦的每次训练时间几乎是常人的两倍，
同样，坚持战斗的信念让每届冬奥会都
是他挑战自我的新起点。

特派记者 张璐璐

（本报北京2月10日电）

本报讯（记者 王梓）今天，北京冬奥会将诞生七枚金牌，中国
代表团在短道速滑和钢架雪车项目中具备夺牌实力。
今天9时30分，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赛将展开决赛争

夺。过去四届冬奥会三夺该项目冠军的35岁美国名将肖恩·怀
特，能否在退役前摘得个人第四枚冬奥金牌尤为引人关注。
两名中国选手孟繁琪、唐佳琳将参加17时进行的冬季两项女

子7.5公里短距离比赛。
19时开战的短道速滑比赛看点颇多。武大靖将出战男子500

米预赛，正式踏上卫冕征程，任子威也将参与该项目角逐。两人还
将在今晚参加男子5000米接力赛，他们的体能将经受考验。女子
1000米比赛于今晚决出冠军，中国短道速滑队有曲春雨、韩雨桐
和张楚桐三人入围1/4决赛，她们将向着奖牌发起冲击。
冰壶项目循环赛将于今日继续展开争夺。中国男子冰壶队定

于9时05分对垒丹麦队。女子冰壶队定于14时05分对垒美国队。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今日上午在张
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上演，蔡雪桐、刘佳宇和邱冷三位中国选
手一起向奖牌发起冲击。虽然最终遗憾未能实现站上领奖台的
目标，但三位中国选手并不气馁，她们也表示不会就此停下追梦
的脚步。

蔡雪桐：未能完成难度

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蔡雪桐为今日的决赛精心准备了一套高
难度动作，但相比无缘领奖台，没有在冬奥会赛场展现出最好的自
己更令她感到遗憾，最终她凭借第一轮滑行取得的81.25分获得第
4名。赛后，蔡雪桐几度哽咽道：“我滑行状态挺好的，最后可能运
气稍微差了一点，如果难度动作成功的话，结果是不一样的。”回顾
后两轮决赛冲击难度动作的滑行，蔡雪桐直言：“第三轮当时要做
反脚900，起跳的时候不够有耐心，有点急，没有给上力。”
虽然是冬奥会的四朝元老，但蔡雪桐不会就此止步，“我从上届

平昌冬奥会学到了很多东西，备战北京冬奥会的这四年确实不容易，
但我尽可能让自己享受运动本身。我很肯定自己这四年的表现，没
有遗憾，每天的训练都把握得很好。我希望能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发掘自己的潜能，这就是这项运动教会我的东西。我会继续的。”

刘佳宇：下届米兰再见

上届冬奥会该项目银牌得主、同样是四战冬奥会的老将刘佳
宇今日在前两轮滑行中均出现了失误，最终凭借决赛最后一轮得
到的73.50分排名第8位。不过，这位29岁的老将斗志不减，她希
望自己还能出现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赛场。
“无论是我个人已经结束的4届冬奥会，还是下一届冬奥会，我坚
持下来的原因就是相信自己还可以有更好突破。”刘佳宇说，“而且
我的想法和决定是对的，从上一届的银牌到现在，我开发了很多新
动作，并在比赛中用了出来，这就是进步，就是突破。”
回想决赛第三轮之前面对前两轮滑行失误的压力，刘佳宇说：

“其实当时我什么都没想，就是享受滑雪，享受当下可以做的事
情。所以我坚定了未来四年的选择——我一定要去圆一个梦。我
不会退役，我会继续备战下届冬奥会。”

邱冷：“老武”一起加油

第二次出战冬奥会的邱冷以资格赛第12名身份惊险晋级决赛，
而在今日的决赛中也最终获得第12名，不过她也没有忘记鼓励止步
资格赛的好朋友、另一位中国选手武绍桐。面对电视转播镜头，邱冷
摘掉了手套，双手掌心写着“老武（武绍桐）加油”。“决赛相对来说放松
一点，就是全力以赴拼就完了，还是想把最好的动作呈现给大家。”邱
冷说，“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争取参加自己的第三届冬奥会。”
谈及好友武绍桐，邱冷说：“她比完资格赛很难过，我们从小一

起长大，我知道她有多努力，我想有一种我们一起奋斗的感觉，所以
决赛前在手上写了‘老武加油’，我觉得不需要刻意给对方说什么，
我们就能知道彼此、安慰彼此，我们一起加油！” 特派记者 谢晨

（本报北京2月10日电）

本报北京2月10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晚，2022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赛在张家口赛区
云顶滑雪公园进行，由徐梦桃、贾宗洋、
齐广璞3位老将组成的中国队最终以
324.22分遗憾摘银，有“钢铁侠”美誉的
贾宗洋赛后落泪，因为这也许是他的最
后一届冬奥会了。最终，美国队将冠军
收入囊中。
出战今晚比赛的3名选手都是冬奥

会的“老熟人”，率先出场的徐梦桃今年
32岁，手握 27枚世界杯金牌的她，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摘得银牌。31岁的
贾宗洋则有着“钢铁侠”之称，2015年在
训练中受重伤后，他又奇迹般地重新回
到赛场，在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上
分别获得了男子项目的季军和亚军。32
岁的齐广璞集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
等荣誉于一身，在2013年的世锦赛上还
秀出了难度系数高达5.0的“天际动作”，
被誉为“世界难度第一人”，他们也都希
望能在家门口实现金牌梦，但结果却有

些令人遗憾。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冰雪运

动的传统优势项目，上届平昌冬奥会收
获两银1铜。混合团体赛是北京冬奥会
新增小项，中国军团此前实力不俗，在去
年的两站世界杯混合团体赛中均夺得冠
军，因此对于北京冬奥会这枚金牌志在
必得。
中国队在决赛首轮以头名身份晋级

次轮，与加拿大队、瑞士队、美国队一同向
奖牌发起冲击。第2轮，率先出场的徐梦
桃凭借完美一跳，帮助中国队建立了接近
18分的优势。然而美国队第2跳十分完
美，给了贾宗洋不小的压力。贾宗洋在空
中动作十分舒展，但落地时由于太追求完
美，反倒是一个前空翻摔了出去。这样一
来，中国队落后对手多达20分。其后出场
的齐广璞虽竭尽全力，可惜还是没能逆
转，全队就此遗憾丢金。贾宗洋在失误后
也非常懊恼，眼睛泛着泪花，徐梦桃送上
拥抱，她表示：“我们是个整体，大家赢就
一起狂，输就一起扛。”

钢架雪车前两轮暂列第三

天津选手闫文港力求突破

燃在冬奥
金博洋战胜自我 羽生结弦挑战极限

超越 无论成败

冲击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奖牌未果

中国三将相约下届冬奥会因为更了解·所以更喜欢

顾颖

昨天，北京冬奥会花样滑

冰男子单人自由滑比赛，吸引

了全世界爱好者的目光，日本

名将羽生结弦以挑战极限的

“4A”动作开场，落地失败，那

一刻，他已经知道，北京冬奥会

的金牌，与他无缘，剩下的，只

有完成比赛全过程。

原本，羽生结弦假如编排

一套“更安全”的动作，他有

很大的概率取得奖牌，却为

什么近乎执念地要挑战4A？

之前看过一段媒体的采访，

他说，曾经，拿到冬奥会金牌

后，好像自己看到了尽头，有

了4A，才有了新的希望，感觉

是在为自己滑冰，完成4A，

是自己作为花滑选手赌上人

生的最后梦想……这和谷爱

凌之前放手一搏，挑战空中

1620转体，可能目标不尽相

同，却都彰显了奥林匹克精神

的内涵。

截至昨天，北京冬奥会开

幕正好一周，这一周，时刻关

注中国运动员表现、伴随观看

比赛转播的人，一定能有体

会，除了沉浸欣赏和心潮起

伏，自己也无形之中增长了很

多与冰雪项目相关的知识，比

如花样滑冰、滑雪大跳台等项

目的技术动作名称，比如短道

速滑项目的竞赛规则，另外，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还能获

得一些与冰雪项目有关的“冷

知识”。

花样滑冰的冰面，传说里

面有牛奶，是真的吗？确实曾

经是真的，因为“牛奶冰”能使

冰面变得相对柔软、减少划痕，

只不过现代技术已经改用特殊

的环保白漆，稀释后来替代牛

奶……冰球比赛场馆里，传说

有口腔诊所，是真的吗？是真

的，因为比赛过程中，硬质橡胶

制成的冰球，飞行速度最高可

达180公里/小时，运动员滑行

的速度，也能达到50公里/小

时，而有些运动员，尤其是男运

动员，为了比赛过程中视野更

好，会选择暴露着嘴部的半面

头盔，所以不管是被球击中，还

是运动员高速滑行中相互碰

撞，都有可能受伤需要医生的

帮助……了解，本身也能带动

兴趣，兴趣就会激发参与的热

情，相信北京冬奥会之后，国人

对冰雪项目的喜爱之情，热度

会再上一个台阶。

本报讯（记者 王梓）北京冬奥会第六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
1枚银牌，以3金3银的总战绩，暂居奖牌榜第七位。
昨晚进行的高山滑雪男子全能比赛，两名中国选手张洋铭和

徐铭甫均顺利完赛，分列第16和第17位。
在越野滑雪女子10公里（传统技术）比赛中，挪威选手约海于

格以28分06秒3的成绩夺得冠军。池春雪位列第39名，取得了四
名中国参赛选手中的最好成绩。
在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比赛中，荷兰选手斯豪滕以6分43秒

51的战绩打破奥运纪录，摘得个人本届冬奥会第二枚金牌。中国
选手韩梅滑出7分08秒37，排在第11位。
在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赛中，奥地利运动员黑默勒摘得金牌。
在雪橇团队接力赛中，中国队以3分10秒182位列第12名。
在男子冰壶循环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以4：7不敌俄罗斯

奥委会队。女子冰壶中国队今日一天双赛，首轮以6：7不敌丹麦
队。次轮以5：7负于瑞士队。

望海楼

中国军团暂居奖牌榜第七

三位老将心存遗憾“钢铁侠”失误落泪

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赛中国队摘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