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梓）北京冬奥
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9枚金
牌。中国代表团在花样滑冰项目中
具备夺金实力。

今天9时30分，四人雪车将展
开前两轮比赛的争夺，后两轮比赛
定于20时打响。中国有两队选手
出战，包括由孙楷智、吴青泽领衔
的四人组合。此前进行的双人雪
车比赛，孙楷智搭档吴青泽获得第
14名，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
该项目中的最佳战绩。两人期待
携手队友，在四人雪车项目中创造
更大的惊喜。
速度滑冰男子集体出发半决赛

定于15时进行，决赛时间为16时30
分。宁忠岩等中国选手将出战该项
比赛。宁忠岩在昨天进行的男子
1000米比赛中获得第5名，他希望在
今天的比赛中能够不留遗憾。郭丹
等中国选手将参加女子集体出发半
决赛，比赛时间为15时45分，和男子
比赛相同，届时排名前八的运动员
将晋级决赛（17时进行）。

19时，花样滑冰将展开双人滑
自由滑比赛的角逐，这是今天的重
头戏，由隋文静和韩聪组成的“葱桶
组合”是该项目金牌的有力竞争
者。另一对中国搭档彭程和金杨同
样具备夺牌实力。

此外，男子冰壶将于14时50分
展开决赛之争，对阵双方是瑞典队
和英国队。截至昨天，英国代表团
在北京冬奥会中尚未有奖牌入账，
他们上一次没能在单届冬奥会中摘
得金牌，还是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
会。这一次，英国男子冰壶队将背
负起冲金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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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8 体育

燃在冬奥

花滑项目全力冲金

横空出世
当红不让

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 中国两将滑出个人最佳成绩

宁忠岩：力拼集体项目 期待不留遗憾

等待明天·期待未来
顾颖

中国两对花滑组合晋级双人滑自由滑决赛

“葱桶组合”短节目创造新世界纪录

U型场地技巧强势夺冠 独揽2金1银完美收官

踏雪标新 自由 一飞冲天 绝顶

女子双人雪车项目

中国选手发挥平淡

本报北京2月18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
璐）今天上午，“青蛙公主”谷爱凌在张家
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一骑绝尘，在北京冬
奥会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决赛中以
95.25的高分，毫无悬念地为中国代表团赢
得第8枚金牌，以2金1银的傲人战绩完美
谢幕自己的首届冬奥会，成为首位在一
届冬奥会三次登上领奖台的自由式滑
雪运动员。“我太骄傲了，我付出了特别
多，我永远在学习。这是我生活至今最紧
凑的两、三个星期，这段经历也会改变我

的人生。”谷爱凌说。
U型场地技巧是谷爱凌最具竞争力

的项目，她此前已获得大跳台金牌和坡面
障碍技巧银牌。就像一个女侠，今天身穿
“中国红”站在决赛场上的她，护目镜都遮
不住那坚定的目光。比赛前两跳，谷爱凌
分别夺得93.25分和95.25分，让其他对手
难以追赶。第3轮出场时，“青蛙公主”已
经锁定金牌，她轻松起跳后，在空中劈叉
庆祝。赛后，谷爱凌自豪地宣布：“我完成
了720度连360度的动作，又加了540度的

旋转，是世界上唯一做过这套动作的女运
动员。非常有个性，我很骄傲。”

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女子U型场地
技巧项目上实现了4人满额参赛，选手都
是清一色的“00后”。除了谷爱凌一骑绝
尘外，队伍的整体水平也具备了与全世界
高水平选手一较高下的实力。另外两名
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中，李方慧在第2轮
以1080动作成功收尾，得到86.50分，排名
第5；张可欣后两轮均出现失误，最终以
78.75分排名第7。谷爱凌也关注着她们的

发挥，“我的队友表现非常好。李方慧年
轻又有天赋，张可欣倒滑非常有力量，很
能激励我。我也在向张可欣学习，她之前
已经参加过一届冬奥会，比我有经验。”

回看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谷爱凌，她
本人就是自由式滑雪这项运动最杰出的
作品：漂亮的动作，大胆的决断，令人惊
叹的自律，前方是凛凛高空，后面是无数
次的跌倒又爬起，最终，谷爱凌一次次打
破极限，踏足一个前无古人的位置，完美
诠释了竞技体育的精神。

赛场上，谷爱凌稳、准、狠。2月
8日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
法国选手苔丝·勒德在前两跳保持领
先，冠军似乎唾手可得，然而谷爱凌

这个“狠角色”最后一跳拿出向
左偏轴转体 1620 超高难度动
作，上演绝杀夺金好戏。她的厉
害之处就在于，享受比赛过程的
同时，压力面前反而更加清醒，
调动出滑雪最让她快乐的状态，

专注于每个动作和细节。
赛场外，谷爱凌很有趣

又很通透。在等待打分的过
程中，连观众都紧张无比时，
谷爱凌却淡定地吃起了韭菜
合子，这也成为了北京冬奥

会的名场面。她不时对着镜头扮个鬼
脸，可爱的样子，俘获了太多人的心。“除

了衣服，我的头盔和雪板上，都印着龙的
图案。我不想做人，想当一条龙。”谷爱
凌这些有个性的语言，也激发了当代青
年追求自我的决心和向往。
除了傲人的成绩和有趣的性格，谷爱

凌也不断散发着亲和力。自由式滑雪女
子大跳台决赛中，瑞士选手格雷莫最后一
跳出现失误，谷爱凌送上了暖暖的拥抱。
面对失误摔倒后在雪地中掩面哭泣的对
手苔丝·勒德，以及受伤的队友杨硕瑞，谷
爱凌同样给予了安慰。她还现身单板滑
雪赛场，为参赛的3名中国队选手蔡雪桐、
刘佳宇、邱冷加油助威，不时与身边嘉宾
展开交流，并表示很享受“粉丝”对她的喜
爱，邻家女孩儿的形象深入人心。
加速、翻转、青春飞扬，谷爱凌展现

着冰雪运动的魅力；勤奋、自信、勇往直
前，谷爱凌展现着当代青年的形象。18
岁的年纪，意味着未来还有无限可能，4
年后，我们与“青蛙公主”相约意大利。
特派记者 张璐璐（本报北京2月18日电）

3个项目，6个比赛日，从

首秀到收官，谷爱凌始终在勇

敢尝试，突破极限。谷爱凌

说，她的心态不是要打败别

人，而是展示最好的自己。

今晚，隋文静/韩聪将在花样滑冰双人自由滑比赛中冲

金；明天下午，越野滑雪女子30公里项目，是整个赛会期间最

后开赛的一项……北京冬奥会在农历虎年新春佳节的正月初

四震撼开幕时，那美不胜收的一幕一幕仿佛还在眼前，与赛事

相伴的一天又一天，转头看看，却在留下一个个精彩的提示符

后匆匆而过；明天晚上，一场预知精彩的闭幕式即将到来，北

京“双奥之城”奉献给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切，奉献给世界的一

切，将在那之后，正式变成书写完成的历史。

前几天，在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缜密的组织、安排下，来自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少媒体记者，参观了居庸关长城，巍峨的

长城默默无言，却令到访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遥远东方文明

古国的雄浑力量。整个北京冬奥会过程中，绝大多数记者都

有搭乘“复兴号专列”在北京与张家口两个赛地之间往返的经

历，从漂亮的车身、内饰，到快捷、舒适的乘坐体验，再到专列

中配合大赛布局的直播大屏幕、媒体工作平台、移动演播室，

所有这些，无一不在告诉世界，中国办赛充满了诚意，中国的

飞速发展，能够给大赛注入活力满满的科技感甚至未来感。

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选择了北京、世界选择了北京，那

届夏季奥运会的光芒至今仍在，北京又一次接棒，在全球疫情

尚未过去的历史时段中，为全世界热爱和平、追求理想的人

们，将奥林匹克的传承工作，做到近乎极致。可能，此时此刻，

我们正酝酿与明天闭幕式相见的离愁别绪，而真正明天来临，

奥运会旗就将交给下届冬奥会的东道主，也就是意大利的米

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那一刻，以及意大利将在闭幕式上演绎

的“八分钟”，会把我们自然带入对下一个四年的期待。

冬奥观澜

“青蛙公主”谷爱凌似

乎有一种魔力，走到哪里，她

都“当红不让”。她的每一面，都极

具感染力，她把冰雪运动的魅力呈现给

全世界。

灵动有趣的“青蛙公主”

一届冬奥会，独

得2金1银，3次登上领

奖台，谷爱凌创造一项又

一项历史，对于一个18岁的

女孩儿而言，这是梦幻般的

旅程。

她说：

“我不想做

人，想当一

条龙。”

韭菜合子、糖油

饼、芝麻汤圆，北京冬

奥会期间，谷爱凌凭一

己之力成功带火多款

美食，大家对于品尝

“冠军同款”饶

有兴趣。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北京冬奥
会女子双人雪车项目在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展开前两轮争夺。两对中国组合怀明
明/王璇和应清/杜佳妮参赛，这也是冬
奥会历史上首次有中国雪车选手参加女
子双人项目。

已经搭档了3个赛季的应清/杜佳
妮，在6轮试滑中最好成绩是第6名。
而刚刚配合了一个赛季的怀明明/王璇
则分别拿到了第4和第7，这对组合曾
在本赛季的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
会世界杯分站赛上拿到第 4 名的佳
绩。赛前，外界认为两队中国选手有望
取得好成绩。

不过在正式比赛开始后，两对中国
选手还是暴露了比赛经验欠缺的问题。
在首轮比赛中，怀明明/王璇出发时间
5.47秒，最终用时1分01秒88，在20组
选手中排名第11位。应清/杜佳妮出发
时间5.52秒，最终用时1分01秒 92，排
在了第14位。

在第2轮比赛中，两对中国选手的
状态依然没有起色。怀明明/王璇的最
终用时1分02秒17，前两轮比赛后的成
绩为2分04秒05，依然排名第11位。应
清/杜佳妮的第2轮成绩为1分02秒19，
总成绩为2分04秒11，成绩上升一位，
排在了第13位。德国组合劳拉·诺尔
特/德博拉·莱维发挥出色，目前排在了
第1位。

本报北京2月18日电（特派记者 张

璐璐）今天下午，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
子1000米比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
行，中国选手宁忠岩、廉子文携手出战，
最终宁忠岩滑出了1分08秒60的个人最
好成绩，虽然遗憾未能登上领奖台，但他
仍然满意自己的发挥，廉子文最终排名
第19。明天，宁忠岩还将和队友高亭宇

联袂出战集体出发项目，他期待自己有
更好的发挥，在北京冬奥会上不留遗憾。

10天前，宁忠岩初登奥运赛场，被寄
予厚望的他倍感压力，最终在自己的主项
1500米比赛中以1分45秒28的成绩获得第
7名。赛后，他就表示“不服气”。“现在想
来，1500米时自己还是太紧张了，毕竟是
我第一届冬奥会，还是在主场，又是自己
的主项，期望值比较高，这些把自己束缚
住了，没有发挥出最好水平。”宁忠岩说。

此番再次站在“冰丝带”场上参与男
子1000米比赛争夺，宁忠岩显得更加淡
定，第14组出场的他在内道出发，启动速
度较快，步频也一直保持得不错，可惜在
最后阶段有些掉速，最终排名第5。不过，
这已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28年来的最好
成绩，仅次于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
刘洪波的第4名。宁忠岩赛后表示：“还是
挺满意的，能在这里滑出自己的最好成
绩，把之前的成绩提升了0.2秒。有点可惜
的是，我没站在领奖台上。”另一名中国选
手廉子文在第4组出场，最终滑出1分09秒
93的成绩，在30位参赛选手中排名第19。
荷兰选手克罗尔、加拿大选手迪布勒伊、
挪威选手洛伦森分获冠、亚、季军。
明天下午，宁忠岩、高亭宇将站上速

度滑冰男子集体出发的赛场，继续向奖
牌发起冲击。宁忠岩认为：“集体出发项
目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意外性比较大，
所以我还是要把技战术发挥出来，争取
不给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留下遗憾。”

本报北京2月18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晚，北京冬奥会
花样滑冰双人滑短节目比拼在首都体育馆拉开帷幕，中国花样
滑冰队有两对组合参赛，最终两届世锦赛冠军、平昌冬奥会亚军
隋文静/韩聪以总分84.41分打破了由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排
名第1晋级自由滑决赛，彭程/金杨得到76.10分排名第5名，同
样顺利晋级。
相比已经结束的团体赛和男、女单人滑，中国花滑队在双人滑

上的竞争力更为强大，尤其是头号组合隋文静/韩聪，目标就是在
家门口站上最高领奖台。在团体赛的双人滑短节目中，隋文静/韩
聪得到了82.83分，当时二人就创造了新的短节目世界纪录。
在今晚的短节目争夺中，“葱桶组合”一登场，场馆内就响起了

热烈的欢呼声，伴随着《碟中谍》配乐，二人的抛跳菲利普3周、捻
转托举3周等一系列动作发挥出色，后外螺旋线收尾完美，整套动
作的表现力比之前的团体赛还要好，尽显王者风范。值得一提的
是，他们也是这场比赛中唯一一组做出双人滑4周跳动作的选
手。“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在比赛中挑战难度，是对奥林匹克精神
的追求。希望我们在艺术上追求高的造诣的同时，技术上也能发
挥好。”隋文静表示。

北京冬奥会前，隋文静/韩聪展现出了不俗的竞技状态，在亚
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大奖赛加拿大站、大奖赛意大利站连续夺得冠
军。不过，两人也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尤其是俄罗斯奥委
会队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奥委会队的塔拉索娃/莫罗佐
夫在今晚的短节目争夺中以84.25分排名第2，仅落后隋文静/韩
聪0.16分，他们也是“葱桶组合”在接下来自由滑比赛中的主要竞
争对手。对此，隋文静表示，“我们也不考虑优势大还是小，我们希
望所有运动员都能发挥出水平。作为老运动员，要保持对项目的
热爱，不断尝试难度。运动员都希望为祖国争光，这是我们肩负的
信念，也是责任，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做最好的自己。”

爱 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