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距离北京冬奥会闭幕式

开启还有几个小时，每届赛事都如期而

至的花样滑冰表演滑中，王诗玥/柳鑫宇

深情演绎《我爱你中国》，结束表演的一

刻，冰面中央，柳鑫宇振臂高呼“我爱你

中国”，令无数观者热泪盈眶。

“我爱你中国”，这种浓重的情感，在北

京冬奥会自始而终的17天中，被很多个片

段激发，很多次荡漾在你、我、他，我们每个

人的心间，柳鑫宇的震撼高呼，来得正是时

候，在北京冬奥会完美落幕之际，给了大家

一个抒发感情的出口，以及一个全程关注

扪心自问的心绪确认。

时间是一条河，中国奥委会1979年

在国际奥委会恢复合法席位，已经是43

年前的往事。那之后，1980年，中国代

表团出征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十

三届冬奥会，28名男女运动员组成的单

薄阵容，与其说是去争夺佳绩，不如说是

为了证明一种存在与力量。

时间的长河，不会吞噬和湮没历

史，40多年的时间，为中国冰雪运动事

业而奋斗的人，已经接棒、传承了几

代。1992年的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叶乔波夺得两枚银牌，终结了中国在冬

奥会上从未获得过奖牌的历史……那

之后，又经历了十年，直到2002年的美

国盐湖城冬奥会，杨扬才终于摘得中国

在冬奥会上的第一枚金牌，实现了里程

碑式的突破……2010年的加拿大温哥华

冬奥会，中国军团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

的参赛巅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中国再次将自己的文化底蕴、科技力量、

办赛风范，以及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大诚

意奉献展现给世界，中国冬奥军团，也再

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巅峰。

时间的长河，流淌过所有的曾经，还

将流淌向未来，我们一起向未来，就是这

样一个美好的心意与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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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8 体育

奖牌榜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代表团

挪威
德国
中国
美国
瑞典
荷兰
奥地利
瑞士
ROC
法国

金牌

16
12
9
8
8
8
7
7
6
5

银牌

8
10
4
10
5
5
7
2
12
7

铜牌

13
5
2
7
5
4
4
5
14
2

共计

37
27
15
25
18
17
18
14
32
14

榜单截至：02-2023:00

时间是一条河·一起向未来
顾颖

中国四人雪车队创历史最佳战绩

天津推车手丁嵩 未来想做舵手

17天勇摘15枚奖牌 “冰强雪弱”已呈齐头并进之势

洁白的赛场上 中国红更加耀眼夺目

燃在冬奥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踏雪而来创奇迹，‘双奥之城’
感动你。”今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举行
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向国际奥委会及
关心和参与北京冬奥会的朋友们表达感
谢，并表示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
等方面通力合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顺利完成了赛事组织和赛会服务保
障各项工作，这样一届简约、安全、精彩
的盛会，必将载入史册，“双奥之城”将开
启冰雪运动新时代。
共有91个国家和地区的2877名运动

员参加了比赛，完美地诠释了“一起向未
来”。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广大运动员以自身的顽强拼搏，践行了
奥林匹克精神，为全球观众奉献了一场又
一场精彩的比赛。”此外，北京冬奥组委将
与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国际社会各方面
继续携手合作，共同传承奥运遗产，促进
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继续做好北京冬残奥会各项筹
办工作，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赛事组织体系

运转顺畅，为参赛运动员营造了专业、公
平的竞赛环境，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和
美好回忆；冬奥氛围浓厚，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冬奥文化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向全球展示了“双奥之城”的独特魅

力；服务温馨周到，坚持“三个赛区、一个
标准”，精细做好餐饮、交通、医疗等服务
保障，展现了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形象。
赛事举办期间，北京冬奥组委坚持

把保障参赛各方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执
行防疫手册，让北京冬奥会成为疫情下
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
也为今后举办国际性重大活动提供了成
功范式。北京冬奥会留下丰富的冬奥遗
产，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利用，所有场馆
制定赛后利用方案，首钢园区成为城市复
兴新地标，延庆区成为最美冬奥城，张家
口市成为冰雪旅游度假最佳目的地，“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成为现实。

实现安全与精彩最佳平衡

“双奥之城”开启冰雪运动新时代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特派记者 张璐璐）今天上午，北京冬奥
会4人雪车项目后两轮比赛在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
龙”展开角逐，天津选手丁嵩所在的李纯健车队最终以总成绩3分
57秒98，排在第17位，孙楷智车队则以3分57秒97的成绩，获得第
16名，两组车队都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该项目冬奥会历史最好成
绩。“几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几轮的滑行，我释放了全部能量，没有
遗憾，未来我还想尝试一下舵手的位置。”丁嵩表示。
“不惧怕任何对手，全力以赴和他们比拼。”在这样激情四射的

状态中，丁嵩驾乘色彩鲜艳的红色雪车，第二次站上冬奥会赛场。
在前两轮比赛结束后，他和队友以1分58秒86的成绩暂列第16
位。决赛最后一轮，丁嵩所在的李纯健车队第5个出场，他们的出
发时间为5.04秒，但在后半段出现轻微打滑和剐蹭，导致整体速度
变慢，最终以59秒66完赛，总成绩为3分57秒98。丁嵩赛后表
示，“这几轮比赛，我们已经把自己最好的水平、最好的一面展现
了出来，尤其是滑完最后一趟时，有一种完全释放的感觉。”
中国队整体实力尽管与世界高水平车队还有差距，不过两组

车队此番已经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2018年平昌冬奥会，由邵奕
俊、王思栋、李纯健、史昊组成的中国队首次参加冬奥会该项目比
拼，收获第26名。“对我来讲，能够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奥运会赛场，
就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也是我家人、朋友们值得骄傲的事情。”丁
嵩认为。
右推车手丁嵩所在的车队包括舵手李纯健、刹车手叶杰龙和

左推车手史昊。作为紧随舵手李纯健的推车手，丁嵩已经练了3
年的雪车，“我给李纯健推了好几年的雪车，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
想尝试舵手这个位置，尝试开车。”由此，丁嵩和李纯健也有了一
个约定，“李纯健说以后如果我要是驾驶雪车了，他一定当我的
刹车手。”

听讲话声音，很难把66岁的王丽珠和年龄联系起来，退休前
在机关工作的她语音响亮，不疾不徐，条理清晰，透着知性气质。
然而，提起滑雪她似乎变了一个人，她笑着说自己有双重性格。
“我是2002年第一次接触滑雪，当时是儿子想去，我有些担

心，就跟着他一起去了蓟县。结果我倒上瘾了。”王丽珠说自己对
滑雪是“无师自通”：“到了雪场儿子和同学玩，也不管我，我就自己
玩，自己学。我从来没请过教练，都是看别人怎么滑，揣摩动作要
领，到现在也是这样。”
后来王丽珠发现崇礼雪场更大更好玩，每年的雪期一到，周五

下班后坐天津的滑雪直通车去，周日回来，坚持了很多年。“退休之
后更有时间了，每年的11月中旬到崇礼，家里没事就开车过去，有
时坐火车。有时住一个月，有时住两个月，去年是住到12月底才
回天津。”王丽珠说，开始的时候一家人在崇礼住酒店，后来去的次
数多了，住酒店不太方便，干脆在那里买了一套公寓。王丽珠的孙
子今年9岁，平时主要由姥姥负责照料，周末、节假日接过来，奶奶
也是带着他各种各样地玩。小家伙2018年开始跟着教练学习双
板，王丽珠准备再让他练习单板，听的出来，她很是憧憬祖孙三代
雪场同框，尽享大自然赐予的天伦之乐。
在崇礼的时候，王丽珠每天都要在雪中飞驰一番，“同事同学

都说：‘这个岁数了，你还滑雪？’我就好像身体有生物钟，再累也要
坚持滑，每天必须去。把自己捂得特别严实，根据身体状况，天气
好的时候滑20—30公里，天气不好，能见度低或起大风，滑10公里
左右。”
王丽珠介绍说，自己非常好动，登山、游泳、每周练几次瑜伽，

但最喜欢的还是滑雪，“从山顶往下冲的那一刻，真的是把所有事
情都抛在脑后！我快50岁接触滑雪，挑战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事
物，自己要强，凡事就要做到极致。通过滑雪对意志力、胆量、勇
气、韧性等等，获益太多了。”

本报记者 赵睿

无师自通的66岁滑雪阿姨

冰雪达人

本报讯（记者 王梓）北京冬奥会于
昨天决出最后5枚金牌。在最受关注的
男子冰球决赛中，芬兰队以2：1逆转战
胜俄罗斯奥委会队，队史首夺冬奥金牌。
俄罗斯奥委会队是该项目的冬奥卫冕

冠军，由于NHL（北美冰球职业联赛）球员
因“档期”冲突无缘参赛，俄罗斯奥委会队
的卫冕前景被普遍看好。芬兰队虽是时隔
16年重返决赛，这支北欧劲旅的实力却不
容小觑。在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场热身赛
中，芬兰队就曾在客场战胜过这个对手。
本场比赛，俄罗斯奥委会队率先打

破僵局，但芬兰队的有效射门数却比对
手多出一倍。后两节，芬兰队持续发力
连扳两球，最终逆转战胜对手，摘得建队
94年以来的首枚冬奥金牌。
昨天比赛的重头戏还有女子冰壶金牌

赛。比赛中，英国队迅速进入状态，首局比
赛后手拿到2分，半场以4：1领先对手。下
半场英国队仍然把控场上节奏，第7局日本
队最后一投击打出现失误，英国队传击拿
到4分。在第9局又被对手拿下2分后，日
本队无力回天，最终提前认输。
继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后，英国女

子冰壶队再度站上冬奥会的冠军领奖台，
为英国代表团弥补了北京冬奥会金牌数
的空白。日本队虽输掉比赛，能够首次晋
级冬奥会决赛，同样是对自我的突破。
其他项目中，奥地利队摘得高山滑

雪混合团体赛冠军；四人雪车项目金牌
归属德国队。挪威选手约海于格赢得越
野滑雪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冠军。她
曾在此前越野滑雪女子10公里决赛中
摘得金牌，显示出了挪威运动员在越野
滑雪项目中极强的竞争力。

冬奥观澜

芬兰首夺男冰金牌

雪上项目惊喜不断

打破“冰强雪弱”惯例

5枚金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这是北
京冬奥会中国雪上项目兵团亮出的成绩
单。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十分耀眼的业绩，
也是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首次出现雪上项
目夺金数、夺牌数多于冰上项目的一幕。
北京冬奥会之前，中国冬奥项目冲击

奖牌点主要集中于短道速滑、速度滑冰、
花样滑冰3个冰上项目和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1个雪上项目。而实际上，雪上项
目在冬奥赛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在109个
小项中，仅33个小项属于冰上项目，中国
冰雪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的冰强雪弱态势，
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军团在奖牌榜
上的座次。
北京冬奥会，传统优势项目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取得冬奥会参赛史最佳战绩，
全部3个小项均登上领奖台，共获得2金1
银。谷爱凌、苏翊鸣两位新秀横空出世，分
别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2金1银和1金1银。
闫文港在男子钢架雪车上为中国军团

实现突破增添1铜。值得肯定的是，中国选
手2018年冬奥会才首次参加钢架雪车比
赛，两次参赛即夺牌，彰显中国备赛成果。
上述项目收获的5枚金牌中，除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和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
场地技巧外，其他几个项目均是中国军团
首次涉足冬奥会。
除了实现奖牌的突破外，中国代表团

在其他小项上也创造了历史最佳。高山滑
雪这一基础大项，徐铭甫在赛道落差最大、
赛道最长、滑行速度最快的男子滑降比赛
中首次完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还向其
赠送签名手表以示鼓励；孔凡影在女子全
能赛中获得第15名，刷新了该项目历史最
佳排名。越野滑雪作为中国代表团的薄弱

项目，能在家门口首次实现全项目参赛就
已是北京冬奥会上的一大亮点，李馨、王强
等有过冬奥经历的成熟运动员展现出的状
态让人眼前一亮。

冬奥后“换血”在所难免

冰上项目面临新老交替

中国冰上军团在往届冬奥会上肩负着
冲击奖牌的重任，特别是短道速滑和花样
滑冰两个项目。本届比赛，他们本土作战，
除了荣誉感和使命感，压力感也油然而
生。总体来看，冰上项目主要还是依靠老
将的发挥，但多已不在巅峰状态，期待更多
的年轻人能够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本届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依旧担当

夺金“先锋”，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便在混合团
体接力中赢下首金。在已呈现群雄逐鹿局
面的短道速滑界，中国队2金1银1铜的战绩
依旧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过从比赛的过
程来看，中国队并没有表现出胜人一筹的实
力。从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情况来看，很多队
员都参加了两三届奥运会，已不再年轻。
另外一个冰上项目夺金点来自于花样

滑冰，隋文静/韩聪牵手15年后，终于跨过
“忧愁河上的金桥”，迈向了胜利的彼岸，为
中国队时隔12年再次“解锁”双人滑金牌。
但二人能否参加下一届冬奥会还是个未知
数，中国队要维持现在的优势非常困难。
冰舞搭档王诗玥/柳鑫宇带来惊喜，不

仅是闯进自由舞阶段的唯一一对亚洲选
手，还以第12名的成绩刷新了中国冰舞在
冬奥会历史上的最好战绩。男女单人滑，
金博洋浴火重生，获得第9名，首次亮相冬
奥赛场的朱易仅获得第27名，与世界领先
水平的差距正在拉大。
速度滑冰是冬奥会产生金牌最多的分

项，高亭宇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加冕男子
500米桂冠，实现中国男子速度滑冰冬奥

金牌“零”的突破，彰显了中国队在该项目
上的自信。宁忠岩虽然没能在本届赛事中
实现突破，不过以他的年纪和实力，未来值
得期待。放眼4年后的冬奥会，中国队尽
管在个别小项上表现突出，但总体还有差
距，要想取得优异的成绩，仍需在多个项目
上继续努力、提升水平。
除了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外，首次参

加冬奥会的中国男子冰球队也取得历史性
突破，面对德国队时，打入在冬奥会上的历
史首球。中国女子冰球队时隔12年再度
亮相奥运赛场，虽未能晋级8强，但击败日
本队和丹麦队成为亮点。

以最佳风貌出战 彰显团队精神

全项参赛标记中国冰雪新起点

在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之初，中国冰
雪人瞄准2022，把全项目参赛和取得历史
最佳成绩作为征战目标，确定了“扩面、固
点、精兵、冲刺”的备战方略。这一目标已
经在北京冬奥会上得以实现。
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全部

7个大项、15个分项的比赛，首次实现全项
目参赛，其中有35个小项是冬奥会历史上
第一次参赛，并在多个项目中创造了“首
次”“第一”和“历史最佳”，奖牌分布更加平
均。在中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征程中，北京
冬奥会成为新征程的起点。
开幕式上，无数小雪花聚合在一起，讲

出了一个同住地球村的“我们”的故事。而
冬奥赛场上，中国冰雪健儿展现出尊重对
手、尊重规则的风度，与各国运动员结下深
厚友谊，同全球各地的选手共同挑战人类
极限，又将中国与世界相处的智慧直观传
达给了世界。当火炬熄灭，当大幕落下，这
些美好场景，仍将久久留在人们心中。

特派记者 张璐璐

（本报北京2月20日电）

伴随着精彩的北京冬奥会闭幕式，本届盛会落下大幕，中

国体育代表团历经17天的拼搏、泪水与荣耀，斩获9金4银2

铜共15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3，为北京冬奥会画上圆满句

号，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创历史新高，并创下多项历史“第一

次”，为中国冰雪运动开启新征程。北京冬奥会也注定成为重

要的历史坐标，照耀中国冰雪健儿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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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第8、9
集 简爱加班时有人捡到
文馨的钥匙，得知文馨在
附近餐厅吃饭，简爱答应
帮她送去。文馨与李一鸣
的二人气氛正好，简爱的
到来吸引走了李一鸣所有
的注意力。李一鸣终于见
到简爱，万分开心……

天津卫视21:10

■《小草青青》第
36—38集 春来坚持中医
治疗，渐渐有了精神，身
体状况有所好转。喜鹊
让春来给她和大牛的孩
子起名，春来为了纪念大
牛，给孩子取名何小牛。
三婶来到天门山看望孩
子，乡亲们也送来了东
西。冬来一心想去照相，
他乞求燕子带着她和牛牛
单独去城里。拍完照回家
路上，冬来抱着牛牛，被腰
鼓队吸引和燕子走散，冬
来只顾着拍手叫好，把牛
牛放在路边的长椅上，回
来时不见牛牛。牛牛被
好心的杜小莉领走，小莉
母亲罗晓红觉得这是上天
安排的缘分，合计着要收
养牛牛……

天视2套18:25

■《幸福向前走》第
25、26集 高原找到佟舒
畅，用种种现实的因素向
他说明，去美国对于田彩
霞和佟伟来说都是最好的
选择，佟舒畅虽然不舍，还
是接受了。佟舒畅把一张
银行卡交给高原，拜托他
照顾好母子俩，两个男人
第一次不再敌对，握手言
和。于洁发现自己的老板
正设计陷害阿文，她本想
好意提醒阿文，没想到阿
文害得于洁丢了工作……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在梨
园界，他们是出类拔萃的角
儿。舞台上，他们的表演珠
联璧合、相得益彰。工作
中，他们相互切磋、默契十
足。为传承，他们口传心
授、不遗余力。本期《最美
文化人》做客嘉宾——京
剧名家赵秀君、杨光。

天视2套20:45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了一对创业夫
妻，他们是大学同学，两人
曾经一同创业，经历了风
风雨雨。妻子张艳秋是事
业型女性，虽然快 50 岁
了，还是干劲十足，此次想
寻求管理岗位。她能否求
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