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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8 体育

宽容与掌声·无关成败
顾颖

精彩的北京冬奥会渐入尾声，

今天说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持续引人关注的短道速滑比赛

已经全部结束，中国军团最大的遗

憾，竟然来自男子5000米接力赛中

出现的意外，还不满22岁的小将孙

龙，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摔倒，他的

严重失误，直接葬送了整个队伍夺

牌的机会。赛后，小伙子痛哭失声，

连说“对不起”，稍后又在微博中进

一步说“都是我的错，自从我进了国

家队，无时无刻都想着可以代表中

国出战，我真的对不起我的队友，对

不起我们的教练组和整个团队，对

不起所有喜欢短道速滑的冰迷，对

不起一直相信我并且对我寄予厚望

的家人和朋友，但我最最对不起的

是培养我的祖国”。可是即便如此，

似乎网络的空间里，对孙龙的指责

和谩骂，声浪依然很高，昨天，甚至

有心理医生说，经历过这次失败和

舆论指责后，孙龙需要一定的心理

干预，后续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走出来”。其实北京冬奥会从开赛

以来，因为表现不佳“挨骂”的运动

员，不止孙龙一个，像不满20岁的

花样滑冰选手朱易，也是被骂过的。

北京冬奥会，中国军团里有很多

老兵，徐梦桃、齐广璞终于圆梦，是对

他们多年努力的报偿，另外，也有很

多年轻运动员出战，他们代表了中

国冰雪运动的希望。对年轻人而

言，赛前被寄予厚望是一种压力，假

如一战成名，当然万众欢腾，可是一

旦没有发挥出水平取得好成绩，失望

之外，他们无疑也要承受更大的压

力。这些压力，有时候令人一时难以

分辨，到底是成长的代价还是烦恼，

是未来成功的基石还是沟壑。不过

有一点非常肯定，他们还有未来，还

有努力的方向，所以，一定不要让“唯

成绩论”成为禁锢他们的枷锁。更何

况，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倡导和彰

显的也不是成绩，而是参与、追求与

拼搏的真谛，所以，一届美好的冬奥

会，面对勇敢登场的年轻人，我们应

该更多地报以宽容、给予掌声，无论

成败。

冬奥观澜

本报讯（记者 王梓）北京冬奥会今日将产生五枚金牌，中国代
表团在自由式滑雪和速度滑冰项目中，具备夺牌实力。

谷爱凌出战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决赛，是今天比赛的最
大看点，比赛时间为9时30分。

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比赛定于16时30分进行，中国选手宁
忠岩和廉子文参与角逐。宁忠岩在此前1500米的比赛中排名第
7，他曾在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中夺得该项目金牌，此番
有机会站上冬奥会领奖台。

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以及彭程/金杨将参加18时30分的花
样滑冰双人滑短节目比赛。此前的团体赛中，由隋文静和韩聪组
成的“葱桶组合”以82.83分的成绩排名双人滑首位，他们是上届平
昌冬奥会的亚军得主，也是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双人滑组合。按
照规则，短节目比赛排名前16位的组合晋级到明晚自由滑比赛。
“葱桶组合”将力争弥补平昌冬奥会失金的遗憾，另一对中国组合
也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

此外，女子双人雪车将于今天展开前两轮的争夺。中国组合
怀明明/王璇有望冲击奖牌。两人曾在今年年初的世界杯分站赛
中夺得过第4名的成绩。怀明明在北京
冬奥会单人雪车的比赛中位列第6名，
创造了中国运动员的冬奥会最佳战绩。

“葱桶组合”今日出战

高木美帆“冰丝带”打破奥运纪录

中国三将无缘速滑女子1000米领奖台

花滑女单金牌花落谢尔巴科娃

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展现实力

谷爱凌领衔 中国队三将晋级决赛
本报北京2月17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天上午，北京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在张家
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举行，获得满额参
赛资格的中国队共有包括谷爱凌在内
的4名选手参与该项目争夺，最终“青
蛙公主”以95.50分的成绩笑傲全场，携
手李方慧、张可欣晋级决赛，吴梦遗憾
出局。

谷爱凌、李方慧都是首次参加冬
奥会，张可欣在平昌冬奥会该项目上
排名第9，获得了中国队的历史最佳成
绩，吴梦排名第20。U型场地技巧是
谷爱凌最擅长的项目，目前排名世界
第1，也是明天的夺冠热门。她的对手
包括平昌冬奥会冠军、加拿大选手凯
茜·夏普，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美国
选手布丽塔·西戈尼，以及爱沙尼亚名
将凯莉·西尔达鲁，均实力不俗。不过

从资格赛来看，谷爱凌还是占据了绝
对优势。

相较于此前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
技巧，谷爱凌今天首轮出发前没有再做
出凝神静气的动作，而是显得更为放
松。她正滑进入场地，先是右转的900
度，接一个左转的900度，腾空后紧接
着做了右转720度加抓板动作，随后一
个540度转体倒滑，整套动作舒展有
力，最终获得了93.75的高分。随后，她
再次秀出了“金鱼嘴”，还向观
众送出“飞吻”。谷爱凌的主
要竞争对手西尔达鲁拿下
87.50分。另外几名中国选手
在首轮也有不俗表现，张可欣
拿到了77.50分，李方慧凭借
一套流畅的“飞跃腾空后转倒

滑、540度翻转接360度转体、900度转
体接 540 度转体落地”动作，拿到了
84.75分。
第 2轮，谷爱凌继续着自己的表

演，她正滑入场，采用了和首轮相近的
难度动作，但流畅度和完成度都比第1
轮还要好，拿下95.50分，不仅以头名
身份晋级决赛，而且成为资格赛中唯
一两次成绩都突破90分的选手。张
可欣、李方慧本轮也都发挥稳定，最终

分别排名第5和第7获得决赛资格。吴
梦本轮依然出现失误，落地不稳，没能
成功突围。赛后，谷爱凌说：“今天比赛
的状态比训练更好，场地也特别好，我
滑的速度比较快，这是好事。我姥姥
马上就到了，希望她明天能看到我的
决赛。”
谷爱凌在本届北京冬奥会上“三

线作战”，在已经完赛的大跳台和坡
面障碍技巧比赛中收获1金1银。实
际上，今天开始的U型场地技巧才是
她的真正强项。在刚刚过去的
2021—2022赛季中，谷爱凌在该项目
上展现了绝对统治力，世界杯4站比
赛全部夺冠，一举拿下赛季总冠军
“水晶球”。

在前面两项比赛结束后，谷爱凌一
直想着的就是去U型场地训练。坡面
障碍技巧拿到银牌之后，她更是一边吃
着包子一边强调：“我的U型场地训练
时间和其他选手相比只有不到50%，所
以我马上就得去了。”

本报北京2月17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天下午，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
女子1000米决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展开角逐，在该项目上实现满额参赛
的中国队派出3名选手出战，最终老将
李奇时以1分15秒99的成绩排名第14，
殷琦滑出1分16秒00，位居第15，金京
珠则以1分16秒90排名第22。日本选
手高木美帆以1分13秒19的成绩打破
冬奥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至此，“冰丝
带”内已经有10个奥运纪录产生，“最快
平原冰场”名不虚传。

速滑项目中，1000米和500米都属
于短距离，更加考验选手的爆发力。张
虹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实现了中

国速度滑冰金牌“零的突破”，获得女子
1000米冠军。但近两个冬奥周期，中国
选手尚不具备冲击领奖台的实力，李奇
时、金京珠、殷琦此番也都表达了“超越
自己更为重要”的观点。
3名参赛选手中，实力最强、最具竞争

力的当数李奇时。本赛季世界杯比赛中，
29岁的李奇时排名第6位，1000米也是她
的主项。本场比赛，李奇时在倒数第2组
出场，与日本名将、平昌冬奥会亚军小平
奈绪同场竞技。李奇时认为和这样的高
水平运动员同组更有动力。开赛后，小
平奈绪的提速很快，李奇时进入直道后努
力追赶，最终以1分15秒99完赛。对于自
己的发挥，李奇时认为，“如果单从成绩

看，不是很满意，但其实感觉这次的滑行
比之前世界杯更流畅一些，节奏掌握得
更好。可能是前一段时间更专注于团体
项目的训练，我在这个项目的起速上稍
微差了一些。”从比赛中，李奇时也看到
了与高水平选手的差距和未来的努力方
向，“首先是速度耐力这方面，要提高启动
的速度。对于我而言，跟对手最大的差距
可能在前200米上。”

夺冠的高木美帆赛后也盛赞了冰
场和比赛氛围，“滑起来感觉很流畅。
来到这里比赛后发现，现场的北京观众
也为我的表现加油，这给了我更多前
进的力量，是我们在冬奥会上要珍惜
的东西。”

李宏磊曾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也
是国家一级篮球裁判员，还是篮球现场
主持人。十多年来，担任过CBA辽宁
队、四川队、深圳队的现场主持人，同时
也为中国男女篮的比赛服务。当年走
上篮球主持人的道路，正是因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他第一次在篮球比赛现
场看到赛场DJ表演。流利的中英双语
播报能力、熟练的主持技巧、专业的篮
球裁判知识、独特的音乐敏感度等，做
专业篮球DJ的这些条件他都具备。十
多年来，李宏磊曾主持过1500场左右
的篮球比赛。2019年的中国篮球世界
杯后，他一度以为没机会参加更重要的
体育赛事了。

一年前，负责北京冬奥会赛场体育

展示的北奥集团，邀请李宏磊担任冬奥
会现场音乐DJ，即北京冬奥会国内音乐
总监。他还受邀推荐其他DJ，最终他带
着8名学生一起参加冬奥会。据悉，北
京冬奥会音乐总监共30人，中外各半，
每次都是中外各一人搭档工作。李宏磊
负责云顶赛场的B区，即U型场地和坡
面障碍技巧赛区，现场见证了谷爱凌、苏
翊鸣以及自己的偶像、“世界单板之王”
肖恩·怀特的比赛，并为苏翊鸣和谷爱凌
现场配乐。当苏翊鸣腾空飞起时，《越飞
越高》及时响起；当他平稳落地激情呐喊
时，《怒放的生命》是最好的写照；当他等
待打分时，《一起向未来》陪伴着他。谷
爱凌参加坡面障碍预赛微笑着吃韭菜合
子时，《你笑起来真好看》为她响起；决赛

第一跳，《好日子》非常应景；决赛最后一
跳，一首《stronger》，用音乐符号和元素
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体育的强大。

1月30日进入赛区后，李宏磊几乎
每天都是凌晨2：00睡，早上6：00多起，
7：30到现场，下午2：30左右比赛结束
后，继续排转天的内容。“奥运会是我的
终极梦想，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我不允
许自己出现一次失误。这次工作自己给
自己的压力大，感觉责任更重。”冬奥会
结束后，李宏磊将继续投入CBA联赛的
工作，“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全明星和季
后赛了。其实我特别感谢CBA，那么多
场比赛锻炼了我，才能有为冬奥会服务
的基础和机会。”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顾颖）在上海集结完成的天津津门虎队，昨天下
午在康桥足球训练基地，完成了备战2022年新赛季的第一练。主
教练于根伟由于探亲回来还在隔离观察期内，无法在第一时间到
队，除了和教练组共同制定近期训练计划之外，他还在球队的微信
群中给大家写了一封信，作为新赛季的开场白。

昨天上海的气温比较低。由于目前上海申花队和其他很大
一部分中超球队还在假期中，因此，津门虎队反而成了比较早进
入康桥基地开练的队伍。对比上赛季外界已经熟悉了的津门虎
队人员组成，球迷们关注的新赛季官宣第一人巴顿昨天如期到
岗，有几名合同到期、俱乐部和球员本人协商不再续约的球员，
没有出现在队中，另外昨天有多名试训球员向球队报到，不过这
些先期抵达的球员以年轻人为主，随后陆续还将有试训球员前
往上海和球队会合。
津门虎队外援引进进程方面，鉴于球队规划新赛季，相关工作

动手比较早，除了与球队还在合同期内的维基诺维奇下个月将返
回中国之外，目前球队已经基本敲定了“一前一后”两名新外援，正
在抓紧为他们办理来中国的相关手续，后续大概率还有外援引进
的进一步动作。另外，还将给教练组补充一名新的外籍训练康复
师，进一步给队伍提高体能、整体康复保驾护航。

已经敲定两名新外援

津门虎队完成新赛季第一练

曾是CBA著名DJ 本次为苏翊鸣谷爱凌配乐

李宏磊：为了梦想不会允许自己有失误李宏磊，篮球赛场上的知

名主持人。如今投身北京冬

奥会，担任国内音乐总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准备

参加篮球裁判员考试的李宏

磊，途经北京时曾在鸟巢外拍

照留念。那时候，他曾经梦想

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参加一

届奥运会，不论以什么身份。

彼时，对于他来说，那可能真

的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

此刻，他已经梦想成真。

据新华社电 中国篮球协会17日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中国
女篮的最新消息：继2月14日女篮出访队伍2名成员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后，最新的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新增7例阳性。
中国女篮日前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进行的2022年国际篮

联女篮世界杯预选赛中，以三战全胜的成绩晋级女篮世界杯。
中国篮协表示，已第一时间将此情况向我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报告，确定了专门医院开设绿色通道，根据需要提供及时诊治；已
紧急请求北京佑安医院委派了7位专家组建团队提供远程诊疗指
导和咨询服务；将第一天、第四天、第七天和第十四天分别做一次
核酸检测的当地规定自行调整为每天一检。

中国女篮新增7例新冠阳性

本报北京2月17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晚，在首都体育
馆上演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单自由比赛堪称一场视觉盛宴，
俄罗斯奥委会队的“三套娃”在最后阶段出场，最终“千金”谢尔巴
科娃得到175.75分，加上此前短节目的80.20分，以总分255.95的
成绩获得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冠军，并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特
鲁索娃摘得银牌；“K宝”瓦利耶娃出现失误，仅排名第4。日本选
手坂本花织得到一枚铜牌。
本届北京冬奥会，谢尔巴科娃在之前的短节目中化身“黑天

鹅”，用一套行云流水的表演排在第2位，仅次于队友瓦利耶娃。
今晚的谢尔巴科娃身着紫色缀银色亮片裙，优雅依旧，她在倒数第
2个登场，而在她之前出场的队友特鲁索娃已经拿到了职业生涯
自由滑新高177.13分，不过谢尔巴科娃顶住了压力，连跳菲利普4
周接后外点冰3周成功完成，单跳菲利普4周也稳稳落冰，随后的
动作更是堪称完美，情绪驾驭能力和艺术感染能力给观众带来了
美的极致享受。“我的目标不是做一个4周跳，而是有更全面的表
现，并在表演中融入更多的4周跳。”谢尔巴科娃说。
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一个出场的“K宝”瓦利耶娃出现多次失

误，自由滑仅拿到141.93分。赛后她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顶着压力
完成比赛，这位15岁的姑娘承受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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