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牌榜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代表团

德国
挪威
美国
荷兰
瑞典
奥地利
中国
ROC
意大利
日本

金牌

8
8
5
5
5
4
4
3
2
2

银牌

5
3
5
4
2
6
3
4
5
3

铜牌

1
6
1
2
3
4
1
6
4
5

共计

14
17
11
11
10
14
8
13
11
10

榜单截至：02-1223:00

望海楼

2022年2月13日 星期日 责编：于港

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12体育

高亭宇刷新冬奥会纪录勇夺金牌

中国旗手 冰上飞人

燃在冬奥

短道速滑双线冲金

在拿下北京冬奥会钢架雪车铜牌
后，土生土长的天津运动员闫文港收到
无数祝福。“朋友、家人给我发来的祝贺
的信息，多得让我看不过来，回复不过
来，他们都是关心我的人，让我内心很温
暖，很感动。”首次登上冬奥领奖台、刷新
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后，闫文港当夜彻
底失眠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很多个
瞬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而这样的结果
也为他的冬奥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回
天津之后，想多吃点儿家乡菜。”闫文港
开心地表示。

以总成绩4分01秒77锁定北京冬奥
会铜牌那一刻，闫文港眼含热泪，也卸下
了心理包袱。在这个不眠之夜，他觉得
自己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感谢队伍给予
我宝贵的参赛机会，感谢教练、工作人员
这4年每一天夜以继日始终如一的陪伴，
也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家人朋友们。这个
夜晚，不仅对我，对为中国冰雪运动努力
的工作者们都是值得庆祝的，没有你们
的努力，也不会让我如此放手一搏，为祖
国而战，感谢你们。”

1997年7月1日出生的闫文港是典型
的巨蟹座性格，低调内敛又不失爆发
力。带着所有人的期待，他站上冬奥舞
台，最终兑现了自己冲击奖牌的诺言。
而在参加钢架雪车队以前，闫文港还是
个连游乐园里的过山车都没想过去尝试
的大男孩儿。他的第一次钢架雪车的滑
行是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赛道，“那是被

教练从半山腰的赛道上‘推下去’的。”闫
文港回忆。而如今当再次被问及敢不敢
坐过山车时，他表示，“那都不是事儿。
其实在钢架雪车上驰骋，冲线的刹那，那
种强大的释放感让我感觉格外痛快，我
已经爱上了这个项目。”

北京冬奥会开赛前，闫文港入住延庆
冬奥村后，就和队友们抓紧时间熟悉赛
道。其实对于“雪游龙”，闫文港早已烂熟
于心，甚至每一个赛道细节、每一个弯道
角度，他都已深深印刻在脑海中，因此他
说自己在正式比赛前并没有特别紧张的
感觉，“我在比赛中主要做的就是寻找更
好的行车路线。”也正因为作为东道主的
主场优势，闫文港其实对自己的最终成绩

并不是很满意，“已经在这个赛道训练过
很多次了，其实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12日晚，闫文港在第3轮滑行结束
时，成绩还是位列第4，比第3名的俄罗斯
奥委会队选手慢了0.05秒。“说实话，我前
几轮滑得还是比较保守，因为我感觉只要
正常滑行，就会滑出好成绩，但是从结果
看没有达到预期。所以我当时就想，最后
一轮一定要拼出来，全力以赴，心无旁骛，
豁出去了。我当时心理还是蛮强大的，如
果不够强大，是做不到保持稳定发挥的。”
回想起那千钧一发的时刻，闫文港也激动
地为自己那颗“大心脏”点赞。赛后身披
国旗的他落泪了，似乎在诉说着这一路走
来的不容易。从跳远项目转项到钢架雪
车，从首次参赛再到冬奥会舞台，闫文港
在5年多的时间里展现了在钢架雪车项目
上的能力，这枚沉甸甸的奖牌是对他所有
付出和努力的回报。

刻苦与自律，帮助闫文港战胜了来自
技术、心理等多面的困难，逐渐在钢架雪车
赛场上站稳脚跟。冬奥铜牌，对闫文港来
说，一切的付出都值了。对中国钢架雪车
队来说，奖牌“零突破”是值得铭记的一
天。而对于天津冰雪运动来说，更是开创
了历史新篇章。“和北京冬奥会周期刚开始
时相比，通过4年的锻炼，现在我无论在技
术上还是心态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闫文
港总结了自己的冬奥周期，也为下一个冬
奥周期做好了打算。 特派记者 张璐璐

（本报北京2月12日电）

夺牌之夜 闫文港无限享受 彻夜难眠

“回天津后想多吃点儿家乡菜”

本报北京2月12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天下午，天津选手阿合娜
尔·阿达克携手队友李奇时、韩梅亮相
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赛
1/4决赛，她们最终以3分00秒58的成
绩，在 8支参赛队中排名第 5，从而遗
憾无缘半决赛。已经第3次亮相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的阿合娜尔认为：“虽
然没能在该项目上更进一步，但我和
队友已经竭尽全力，努力做到了最好
的自己。”

比赛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在第1组
出场，实力不俗的日本队滑出了2分53
秒61的佳绩，打破冬奥会纪录，并以1/4
决赛头名身份携手加拿大队、荷兰队和

俄罗斯奥委会队晋级半决赛。中国队则
将于2月15日与挪威队展开C组决赛，
争夺该项目的第5名。

尽管没能更进一步，但这样的结果
也在意料之中，毕竟3位中国姑娘的配
合时间还不算长。李奇时说：“之前的
世界杯第1站，我们才滑了3分06秒多
的成绩，今天这个成绩已经有进步了。
我们和世界高水平运动员相比还有差
距，但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努力。没能进

入半决赛还是挺遗憾的，不过这也是我
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3位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天津选
手阿合娜尔认为，尽管成绩不完美，但是
拼尽全力也是一种成功，“自己的比赛项
目已经接近尾声，无论是参加单项比赛，
还是这场团体赛，我都希望把自己的作
用发挥到最大，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
松懈。之后的C组决赛，我也会全力以
赴去争取更好的名次。”

无缘速度滑冰女子团体追逐赛四强

阿合娜尔：已做到最好的自己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北京冬奥会男子冰壶循环赛昨天继续
进行，中国队以12：9战胜意大利队，取得两连胜，目前战绩2胜2
负，与加拿大队、挪威队、俄罗斯奥委会队、美国队并列第四。

意大利男队世界排名第八，曾参加过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
得北京冬奥会混双冠军的阿莫斯·莫萨纳此次出任队中三垒。此
前，意大利队以5：7负于英国队，3：9不敌瑞典队。本轮比赛中，中
国队发挥出色，第一局以2：0领先。第三、第五局均拿下3分，下半
场意大利队一度将比分追至7：8，第八局中国队打出双飞再取3
分，最终以12：9锁定胜局。

赛后，中国队队长马秀玥表示：“领先时稍微有些松懈，被对手追
了回去，我们及时调整状态，又追回来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今天，中国队将迎来一天双赛，分别迎战英国队和美国队。马秀玥
表示：“要平复心情，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稳扎稳打，一场场拼。”

在昨晚进行的女子冰壶循环赛中，中国队9：6战胜卫冕冠军
瑞典队，取得首胜。

冬奥观澜

历程过半·理念依然
顾颖

北京冬奥会本月4日开幕，本月

20日闭幕，前后17天，推进到昨天是

第九天，正好过半，国家体育场从昨

天开始，进入到闭幕式的场景布置、

演出彩排等工作。从抵达报到截至

昨天，无论是参赛各代表团的运动

员、教练员、官员，还是来自全世界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超过十天的停

留，大家都熟悉了北京冬奥会的“闭

环”，熟悉了与自己有关的各种场所

和流程，甚至，结束比赛比较早的项

目，有的参赛运动队已经依依不舍地

与赛会告别，运动员们带着深刻的

“北京记忆”踏上归程。

北京冬奥会，特别强调“以运动

员为中心”的办赛理念，这体现在运

动员们初来乍到时，惊喜选手村的房

间里，竟然是“记忆床垫”，组委会送

给每个人的纪念品包里，竟然有那么

有趣甚至贵重的礼物，运动员餐厅的

餐食非常丰富等这些细节；也体现在

比如闫文港前天晚上获得了男子钢

架雪车项目的铜牌，组委会在延庆的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直接就给运动员

们颁奖，而没有将颁奖仪式延时安排

到北京的颁奖中心进行，既让获奖运

动员们第一时间体会荣耀与收获，也

能省去他们在延庆与北京市区之间

的往返，更好地保证休息。

过去两年多与新冠肺炎疫情抗

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谙熟“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这一精神，北京冬奥会

来了，“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宗

旨，与抗疫精神融合到一起，就是北

京将“全流程、点对点、全封闭”的完

整闭环管理体系，呈现给奥林匹克运

动，也呈现给全世界，让教练、运动员

们的艰苦准备，以及关注冬奥会人们

的热切期待，在疫情的背景下没有落

空。也许假以时日，除了一届体育盛

会该有的成功注释之外，北京冬奥会

还能以这样的方式，被写入奥林匹克

运动的发展史——中国为“疫情期间

赛事可以安全进行”提供了范例，也

为有奥林匹克精神支撑，能够战胜一

切困难，提供了范本。

本报讯（记者 王梓）今天，北京冬奥会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短
道速滑队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今天10时，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将展开争夺。
此前摘得女子大跳台金牌的“青蛙公主”谷爱凌，将携手队友杨硕瑞
一同出战。谷爱凌在该项目中排名世界第三，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排名世界前两位的法国选手勒多和爱沙尼亚选手希尔达鲁。

短道速滑项目今日决出2枚金牌，19时44分将率先进行女子
3000米接力决赛。9日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短道速滑队滑出4分
04秒383的成绩，在4支晋级A组决赛的队伍中位列第二，具备冲击
金牌的实力。男子500米决赛定于20时14分进行，中国选手武大靖
是该项目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的保持者。11日进行的预赛中，中
国选手武大靖、任子威和孙龙均顺利实现晋级，3人将向冠军发起
冲击。

速度滑冰女子500米比赛定于21时打响，中国选手金京珠将在
比赛中力争创造佳绩。同时开战的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1/4决
赛，中国选手宁忠岩和男子500米冠军高亭宇强强联手，他们的目
标是晋级决赛、摘得奖牌。

中国男子冰壶队两连胜

初次见到马文
龙推广陆地冰壶，
是在2019年9月的
天津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技能展示大赛
上。那天一大早，
他就和他的团队从
宝坻赶到津南，铺
场地、试冰壶。两
个月后，为录制一
部陆地冰壶的宣传
片，我们在宝坻一间游泳馆的二楼再次见面，当时马文龙正带着
20余名学生训练。

作为宝坻足球协会会长，“80后”的马文龙自小就喜爱各类体育
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与体育有缘，虽然没能进入专业的足
球队，但对足球酷爱，让他难以割舍，他放弃家里交给他经营的一个
中型超市，通过学习、实践取得了足球D级教练员证书，并开始走入
校园。除足球外，武术、赛龙舟等都是马文龙的推广项目。2015年，
北京冬奥申办成功，国家开始大力推广冰雪项目，这也让马文龙萌
生了普及一项冰雪活动的想法。2017年，与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
研究中心专家的一次接触，让马文龙下定了“进军”冰上项目的决
心。很快，一套陆地冰壶产品下线，并通过多次改进成为定型产品。

有了设备，更重要的是推广，凭着多年足球进校园的经验，陆
地冰壶运动很快就在宝坻区打开了局面，并进而向全市及全国延
展。几年来，马文龙的足迹留在了河南、河北、湖南、辽宁等省，更
是参与了很多行业协会、企业、社团的活动。

马文龙说：“陆地冰壶是一项简单易学、参与度高的团体运动
项目，它也是在无冰条件下学习冰壶运动的最佳途径。通过参与
陆地冰壶运动的学习、训练和比赛，能够为学习冰壶运动的顺利转
换和衔接奠定基础。”

最近，马文龙又在一项中国民族冰上体育活动——冰蹴球上
下起了功夫，他向天津体院专家求教，到北京参加京津冀冰上运动
会体验冰蹴球，而且还在潮白河近岸开辟了一块冰场，在保障安全
的前提下，与冰上运动爱好者一起享受冰上运动的乐趣。

本报记者 谢晨

一份运动缘 一片冰雪情

冰雪达人

昨晚，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决赛中，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的高亭宇滑出34秒
32这一刷新冬奥会纪录的成绩，最终获得金牌，他为
中国男子速度滑冰实现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这也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4枚金牌。
从平昌到北京，高亭宇连续两届冬奥会站上领奖台，
并且兑现了“把奖牌换个颜色”的承诺。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仪式上，中
国代表团在男旗手、速滑运动员高亭宇和女旗手、钢架
雪车运动员赵丹带领下入场。时隔28年，中国速滑运
动员再次担任开幕式旗手。高亭宇当时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主场作战，本就是让人极度兴奋的一件事情，旗
手的身份则更能让我充满力量。我一定不会辜负这份
信任，争取在赛场上展现最好的一面。”

昨晚的发令枪响之后，高亭宇犹如一道闪电划
过“冰丝带”的洁白冰面，不愧是全世界速度滑冰前
100米最快纪录的 创造者，高亭宇

将同组对手远远落在身后，在全场观众兴奋的欢呼声中
第一个冲过终点。34秒32，新的冬奥会纪录诞生了。20
分钟后，当比赛全部结束，中国男子速度滑冰历史上的第
一枚冬奥会金牌终于诞生。赛后他在发布会上表示，自
己的心态与4年前相比有些不同，主场作战，紧张和兴奋
都有，不过这个状态对于大赛来说非常好。他直言要把
金牌献给祖国，献给国家。

高亭宇1997年出生于伊春市南岔县，2005年在南岔县
东方红小学开始接触速度滑冰训练，2011年入选黑龙江省
速度滑冰队，2016年进入国家队。2018年平昌冬奥会，高
亭宇以34秒65的成绩获得速度滑冰男子500米比赛铜牌，
成为首位在冬奥会上夺得速滑项目奖牌的中国男选手；
2020年2月，高亭宇在世界速度滑冰单项锦标赛滑出34秒
282的成绩，创造个人最佳纪录；2021年9月26日，高亭宇在
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中以33秒83的成绩刷新了他个
人保持的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全国纪录。高亭宇的优势在
于起跑，本赛季世界杯高亭宇前100米曾滑出过9秒32的好
成绩，是速度滑冰赛场上公认的“最强起跑运动员之一”。

4年来，高亭宇的技术、心理更加成熟，实力继续提
升，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上将奖牌换一
个颜色，这一刻，他的这一心愿终于达成。两届冬奥会，
高亭宇两次创造中国速度滑冰的历史，这名“做梦都在滑
冰”“期待在家门口发挥最佳状态”的年轻人，在担任本届
冬奥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时的感言是，“我不会辜负
大家的信任。”这一刻，他做到了。

又讯 女子钢架雪车后两轮比赛昨晚在“雪游龙”继续
展开，赵丹前两轮过后以总成绩2分04秒66排名第四位。
不过昨晚第三轮比赛，出现失误的赵丹仅滑出1分02秒53
的单轮成绩，总成绩3分07秒19也令她的名次滑落至第九
位。第四轮滑行，赵丹及时调整，单轮以1分02秒33完赛，
总成绩4分09秒52最终排名第九位。19岁的赵丹虽然是首
次参加冬奥会，但她也取得了中国女子钢架雪车项目在冬
奥会历史上新的突破，第九名也是中国选手在冬奥会女子
钢架雪车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记者 李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