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梓）今天，北京冬奥会将诞生6枚金牌。中国
代表团有望在速度滑冰项目中争夺奖牌。
今早9时30分，“青蛙公主”谷爱凌将携手队友吴梦、张可欣和

李方慧出战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赛资格赛。此前，谷爱
凌在女子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赛中摘得1金1银，展现火热状态，
而U型场地技巧赛是她的最强项。此前的世界杯分站赛中，谷爱
凌在该项目中拿到了最多的冠军。她此番将向着个人第二枚冬奥
会金牌发起冲击。
16时30分，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将决出冠军，中国队运动员李

奇时、殷琦和金京珠参与角逐。金京珠在此前进行的女子500米比
赛中获得第12名。李奇时在本赛季世界杯该项目中的总排名中位
列第6，有机会向奖牌发起冲击。
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自由滑比赛定于18时打响，当晚决出冠

军。15日进行的短节目比赛，俄罗斯奥委会选手瓦利耶娃以82.16
分的成绩暂列首位，被看作是该项目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由于
被质疑服用违禁药物，若瓦利耶娃在比赛中夺得奖牌，国际奥委会
在查清事实前，将不会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举行该项目的颁奖仪式。
此外，女子冰球项目定于12时10分打响最终决战，对阵双方是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上届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终结了加拿大队的
奥运四连冠。但在去年的世锦赛中，加拿大队成功实现复仇。这
一次两队将在五棵松体育馆上演巅峰对决。

奖牌榜
排名

1
2
3
4
5
6
6
8
9
10

代表团

挪威
德国
美国
中国
奥地利
荷兰
瑞典
瑞士
ROC
法国

金牌

13
10
8
7
6
6
6
5
4
4

银牌

7
6
7
4
7
4
4
0
8
7

铜牌

8
4
4
2
4
4
4
5
12
2

共计

28
20
19
13
17
14
14
10
24
13

榜单截至：02-1623:00

望海楼

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温卉

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8 体育

燃在冬奥

“青蛙公主”谷爱凌再度出击

“无冕之王”终于戴上王者桂冠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2金1银1铜结束冬奥之旅

中国短道速滑队演绎传承与坚守

想当年·看如今
顾颖

中国男女冰壶队连胜收尾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2年北京冬奥会昨天展开高山滑雪男
子回转争夺，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徐铭甫和张洋铭未能完赛。法国选
手诺埃尔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后来居上，以1分44秒09夺冠。
男子回转比赛分为两轮进行，在首轮比赛中，徐铭甫和张洋铭

在回转时都未能顺利通过旗门，不得不提前退赛。此前拿到男子
全能冠军的奥地利名将施特罗尔茨在首轮以53秒92排在首位，挪
威的克里斯托弗森和索莱沃格分列二三位，成绩分别是53秒94和
53秒98，这也是首轮仅有的三位成绩进入54秒的选手。诺埃尔在
第二轮滑出49秒79，总成绩1分44秒09升至首位。
从首轮第6名到次轮一跃夺冠，诺埃尔表示：“首轮名次比较靠

后，但我觉得还有希望，必须全力以赴。第二轮我不断尝试，当我
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看到自己和第二名的差距，我感到非常吃
惊。第二轮我展示了最好的技能，证明我可以。能有这样的表现，
我感到非常自豪，这也是我最完美的时刻。”诺埃尔对北京冬奥会
赞不绝口，“我很喜欢这里的雪，在北京的感觉很棒。冬奥会的组
织非常棒，雪质很好，场馆设施也非常好，整个滑雪公园都非常优
秀，整体体验非常好，北京冬奥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此外，在昨天进行的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男子团体短距离（传

统技术）决赛中，挪威队以19分22秒99夺冠，芬兰队和俄奥队分获
二三名。由王强和尚金财出战的中国队在半决赛第2组以20分12
秒40排名第7无缘晋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半决赛成绩要好于
第1组的第一名。女子团体短距离（传统技术）决赛中，德国队夺
冠。由池春雪、李馨组成的中国队无缘决赛。

昨天是2月16日，20年前的这一天，

盐湖城冬奥会，杨扬在短道速滑女子500

米决战中胜出，实现了中国军团在冬奥

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光阴流转，时间

不断见证改变，20年后，北京成为“双奥

之城”，中国在本届北京冬奥会进行过程

中，已经实现了成绩的全面突破。

退役后从没离开过奥林匹克运

动，尤其是冰雪项目推广的杨扬，这次

以官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北京冬奥

会从申办到准备的全过程。在昨天这

个属于她个人，同时更记取了中国冬

奥历程一个光辉节点的纪念日里，杨

扬说，是国家的发展让年青一代有机

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和吸收着

不同的文化，年青一代也更渴望与世

界对话、渴望向世界展示自己，和当年

的自己相比，如今的年青一代，更自

信、更洒脱，冬奥会也给了年轻人机

会，这就是体育的力量……亲历者自

身感知的改变，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至于现实的例证，俯拾皆是。

在北京冬奥会夺得铜牌的瑞典冰壶

运动员阿尔米达·德瓦尔，本周已经返回

瑞典国内，返回她的自动化和软件工程

师岗位。她偶然的走红，是因为前一阵

子个人的工作邮箱设置了自动回复，说

自己暂时请假参加北京冬奥会去了。一

时间，全世界似乎都在惊叹她在工作和

冰壶运动之间非凡的平衡能力。这种平

衡，放在“想当年”，莫要说在现实中找到

范例，恐怕都很少有人敢想。

还有那个与苏翊鸣相识多年，在北京

做面包师的小伙子张嘉豪，为了实现自己

作为一名资深爱好者参加冬奥会的梦想，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独自扛着滑雪板

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攒积分，克服了很

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也吃了很多常人

难以想象的苦，尽管最后没能如愿，他却

依然满足，因为觉得自己为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付出过几乎全部，这本身就是一种

骄傲。为过程而骄傲，甚至为失败而骄傲，

在“想当年”，也是很难被理解的事吧？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技压群雄

四战冬奥 齐广璞一跳“封王”

冬奥观澜

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决出三金

4年前站在韩国凤凰雪上公园雪
场，27岁的齐广璞踌躇满志。当时被
视为冬奥会夺冠热门的他，却以第7名
的成绩铩羽而归。如今，站在北京冬
奥会的舞台上，齐广璞已经是和徐梦
桃、贾宗洋一样的冬奥“四朝元老”。
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难度第一人”
“世锦赛之王”的男人此前三战冬奥却
无奖牌傍身，“除了冬奥会冠军，我全
都拿过。”齐广璞说。北京冬奥会上，
他放手一搏，终于戴上王者桂冠。

站在云顶滑雪公园的出发点，31
岁的齐广璞等待着合适的风速。他在
决赛最后一跳中，拿出5.0的世界第一
难度动作，纵身一跃后滑行、起跳、旋

转、落地，在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后，夺得
金牌。流着眼泪，披着国旗，齐广璞对天
怒吼，并接受着全场祝福，那一刻，他尽
情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齐广璞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在温哥
华，当时队中的老大哥韩晓鹏在冬奥会开
幕式上还担任了中国代表团旗手。4年之
后的索契冬奥会，齐广璞已经成为夺金热
门，然而在压力面前，他落地时出现失误，
只获得第4名。随后又是一个4年，齐广璞
又仅获得第7名，他从而退出了国家队。
不过这位老将没有选择放弃，他在退役一
年之后重回国家队，与贾宗洋一起在队内
承担着“传帮带”的重任。

用齐广璞的话来讲，首次冬奥之旅是

以一个小孩的身份去体验气氛，中规中矩
拿到第7。而他的成名之作，还是2013年
的世锦赛。当时，第3次参加世锦赛的他
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难度系数5.0，即向后
翻腾3周加转体1800度的运动员。
“自由、无拘无束、刺激”依旧是这位

31岁老男孩儿对空中技巧的感受，北京
冬奥会或许是他的最后一“舞”，他也用
5.0完成自己的第4届冬奥会。“这一次我
对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把握的，
比赛中必须得用上，也必须要拼，因为我
知道世界上很多选手都掌握了这个动
作，所以我只有一拼到底。”

特派记者 张璐璐

（本报北京2月16日电）

本报讯（记者 王梓）冰壶循环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男队末轮
以6：5战胜瑞士队。女子冰壶队一日双赛，早场以8：4战胜英国队，
晚场经历加时赛以11：9战胜加拿大队。

中国男队与瑞士队的比赛战况胶着，双方都出现了些“小状
况”：中国男队一度错投了对手的壶，瑞士队则是忙中出错触壶违
例，但双方都没有追究对手的失误。最终中国男队在一度比分落
后的情况下，凭借末节得到的两分，逆转战胜对手。

15日早场比赛不敌加拿大队后，中国男队2胜5负出线告
急。如今赢下两连胜后，中国男队和俄罗斯奥委会队的战绩同
为4胜5负，并列第五位。美国队4胜4负少赛一场位列第4。意大
利队、挪威队和瑞士队同为3胜5负，若末战赢球，也有可能追平
中国队的战绩。

这意味着，若今天的比赛美国队战胜提前出局的丹麦队，将直
接晋级半决赛。若意外输球，所有战绩为4胜5负的队伍还需比较小
分，来确定除英国队、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外的最后一个晋级席位。

中国女队昨天一日双赛。对垒英国队的比赛，姑娘们状态出
色，以8：4战胜对手。与加拿大队一战，中国女队出现单节丢掉5分
的失误，好在姑娘们顶住压力，凭借加时赛先手偷到的两分艰难赢
下比赛，最终战绩定格在4胜5负。

至此，中国男女队均结束了循环赛全部九轮比赛。今天将进
行男子和女子冰壶剩余的8场比赛，晋级悬念也将随之揭晓。无论
结果如何，中国男女队都在北京冬奥会中得到了历练，并在与强队
交手的过程中，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在处理关键球和复杂
局面，以及控制心态和状态稳定性方面，队员们在未来的训练和比
赛中，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本报北京2月16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晚，中国短道速滑队在首都体
育馆结束了北京冬奥会所有比赛项目的
争夺，随着韩雨桐在女子1500米A组决
赛中获得第7名，由武大靖、任子威、李
文龙、孙龙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子5000米
接力决赛中遗憾取得第5名，中国短道
速滑队这支“王者之师”最终以2金1银
1铜的战绩结束了本届北京冬奥会。

收官之日，中国队的成绩略带遗憾。
在男子5000米接力中，中国队被分在第5
道出发，他们在起跑后就落在最后一位，
随后又先后升至第4和第3。在比赛还剩
10圈时，孙龙不慎摔倒，中国队也就此退
出了奖牌的争夺，但大家团结一心拼尽全
力滑完全程，最终以6分51秒654的成绩
排名第5。加拿大队、韩国队和意大利队
分获冠、亚、季军。武大靖赛后表示：“这
是孙龙第一次参加冬奥会，我们不会责怪
他，而是要多给他鼓励。对他来说这是很
好的一次锻炼，也是大家今后训练时需要
总结和改进的。其实他是很失落的，跟我

们说对不起，在那里流眼泪，我们能感受
到他的压力很大。”

在女子1500米比赛中，3名中国队
运动员张雨婷、韩雨桐、张楚桐均从1/4
决赛中突围，但随后只有韩雨桐一人闯
进决赛。在最后的A组决赛中，27岁的
韩雨桐最终以2分19秒060的成绩获得
第7名。韩国选手崔敏静蝉联该项目冬
奥会金牌，并在之前的半决赛中以2分
16秒831的成绩打破冬奥会纪录。意大
利名将方塔娜收获银牌，荷兰老将舒尔
廷拿到铜牌。

本届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的
表现依旧让人印象深刻，从 2月 5 日
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的首枚金牌，到任
子威1000米圆梦，这其中有“三朝元老”
武大靖、范可新等老将的坚守，也有任子
威、曲春雨等中生代力量的迸发，更为可
喜的是张雨婷、李文龙、张楚桐等“00
后”小将的成长。传承与接续，坚守与成
长，正是这支“王者之师”一直以来不断
为中国冰雪运动创造奇迹的底蕴。

本报北京2月16日电（特派记
者 张璐璐）今晚，冬奥会“四朝元老”、
31岁的中国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
巧老将齐广璞在云顶滑雪公园一跳
“封王”，他最终以129.00分的战绩，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北京冬奥会第7
金，这也是继2006年都灵冬奥会韩晓
鹏摘得该项目首金后，中国空中技巧
队时隔16年再次有男子运动员登上
冬奥会最高领奖台。同样第4次征战
冬奥赛场的老将贾宗洋则由于在决赛
首轮排名第7位，无缘晋级第2轮。

两届世锦赛冠军齐广璞和“钢铁侠”
贾宗洋都是冬奥赛场上的“常客”，二人
此前搭档徐梦桃，拿下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银牌。在此番
的男子空中技巧项目争夺中，两位老将
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后来到今晚的决
赛。决赛首轮第1跳，二人都挑战了难
度为4.425的动作，贾宗洋稳稳落地后振
臂大吼一声，得到123.45分，齐广璞的表
现更好，得到125.22分，两人分列第5和
第3。首轮第2跳，贾宗洋落地失误，只
得到 88.69 分，从而无缘晋级决赛第 2

轮，遗憾结束自己的第4次冬奥之旅。
齐广璞的第2跳分数虽然没有超过第1
跳，不过他仍然以第4名的成绩晋级决
胜轮的奖牌争夺战。

决胜轮的赛制更加刺激：一跳定胜
负。两届世锦赛冠军齐广璞第3个出
场，有“世界难度第一人”称号的他选择
了难度系数5.000的动作，他最终顶住
压力，空中姿态完美，并稳稳落地，得到
129.00分，随后出场的选手都没能超越
这一分数。在个人第4届冬奥会上，一
直还没有站上过冬奥会领奖台的齐广

璞一跳“封王”，摘得金牌。另一位老将
贾宗洋作为该项目索契冬奥会季军、平
昌冬奥会亚军，也拼尽了全力，虽然此
番没能将奖牌变一种颜色，不过为备战
冬奥会，双腿被嵌入22根钢钉和2块钢
板的“钢铁侠”，同样用他钢铁般的意志
赢得了尊重和掌声。
赛后，齐广璞热泪盈眶，这是中国代

表团本届冬奥会的第7枚金牌。更有意
义的是，20年前的今天，杨扬为中国代
表团拿下了冬奥会首金。20年后，中国
队已经在家门口7金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