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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今天冬奥赛场将决出六枚金牌，

除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外，其余五块

金牌均诞生于雪上项目。

今晚7时，本届冬奥会两金得主

任子威将第三次踏上首都体育馆短

道速滑的赛场，携队友张添翼、孙龙

一起出战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是

24岁的任子威第二次征战冬奥会，他

已成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中坚力

量。在5日举行的短道速滑混合团队

接力和7日举行的男子1000米两项

比赛中，任子威已捧回两块金牌。而

男子1500米是任子威的主项，去年四

站短道速滑世界杯，他获得了匈牙利

站和荷兰站该项冠军，证明了自己的

不俗实力。今天的赛场上，卫冕冠

军、奥运会纪录保持者韩国选手李俊

瑞，匈牙利华裔兄弟刘少林和刘少

昂，37岁的加拿大短道速滑明星查尔

斯 · 哈梅林等名将齐聚一堂，他们又

将掀起一场竞争激烈的较量。

其余五场雪上项目的金牌战，分

别为高山滑雪女子回转、自由式滑雪

男子大跳台、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

逐、北欧两项男子跳台滑雪标准台/越

野滑雪10公里和双人雪橇。这五个

小项，中国队均为首次拿到冬奥会参

赛资格。

作为唯一只设男子比赛的冬奥

会项目，北欧两项今晚将决出首枚金

牌。该项目由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

组成。与衣拉木江一起担任最后一

棒火炬手的赵嘉文将出场比赛，2001

年出生的他12岁起接受越野滑雪训

练，2017年通过跨项选入北欧两项集

训队。在这场比赛中还有一位值得

关注的运动员，他就是日本代表团开

幕式旗手渡部晓斗，这是他的第五届

奥运会。这位33岁的名将在2014年

索契冬奥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北

欧两项跳台滑雪标准台/越野滑雪10

公里项目均名列次席。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是北京

冬奥会新增项目。参加该项目的中

国选手何金博是来自少林延鲁武术

学校的武术少年，在资格赛中他未

能晋级决赛。首位获得单板滑雪女

子障碍追逐奥运入场券的中国运动

员、2004年出生的冯贺将出场，该

项目资格赛从上午11时开始，直到

14时30分开始举行决赛轮的角逐。

此外，孔凡影、倪悦名出战高山滑

雪女子回转，黄叶波/彭俊越出战双

人雪橇。

另外，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单

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今早

举行，两位“四朝元老”蔡雪桐和

刘佳宇携小将武绍桐、邱冷出战。

在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中，将看到一代传奇肖恩 · 怀特的

身影。

任子威冲击奥运第三金

9时30分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10时15分
高山滑雪：女子回转

11时整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

12时30分
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14时30分
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

19时整
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1/4决赛、

半决赛、决赛

19时整
北欧两项：个人-跳台滑雪标准

台/越野滑雪10公里 越野滑雪

20时20分
雪橇：双人当钢琴曲《影子与回旋随想曲》

落下最后一个音符，羽生结弦结束了

花滑男单短节目表演。这是27岁的

羽生结弦第三次踏上奥运赛场，向第

三块奥运金牌发起冲击，但这位颇受

外界宠爱的“冰上王子”这次却在首

秀中“被冰讨厌了”。

开场第一个动作内结环四周

跳，羽生结弦起跳跳空，这个失误

意味着该动作没有拿到任何技术分

值。尽管之后他的“后外点冰四周

接三周跳”的完成度达到“教科书

级别”，以及跳出非常完美的阿克塞

尔三周跳，但相比其他选手拥有七

个难度分值，羽生结弦只拿到六

个。最终他只以技术分48.07、表演

分47.08、总分95.15分的成绩暂列

第8位，独自坐在等分席上的羽生

结弦显得有些失落。

“我起跳时，卡到了一个洞。”表

演结束后，羽生结弦两次来到出现失

误的位置，用手摸了摸冰面，他在赛

后接受采访时说：“也许是其他选手

在这里做了后外或后内点冰跳（造成

的），所以我没跳起来，实际上我没

有觉得哪里很差。我对自己说，这运

气可真不好。”羽生结弦仿佛也没其

他办法，他只能略带“中二”地表

示：“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今天被冰

讨厌了，看来不能日行一善，应该日

行十善。”

短节目95.15分的成绩让羽生结

弦与暂列榜首的美国选手陈巍相差

18.82分，与暂列第二和第三的队友

键山优真和宇野昌磨也有十多分的差

距，这为羽生结弦的卫冕之路增加了

相当的难度。

这个奥运周期，羽生结弦的对手

变多了。不仅有三届世锦赛冠军陈

巍，还有逐渐成长起来的队友。平昌

冬奥会亚军、24岁的宇野昌磨本赛季

状态良好；18岁的高中生键山优真在

2021年花滑世锦赛上首次亮相，就超

过羽生结弦摘得男子单人滑银牌；而

22岁的陈巍更是处在职业生涯的黄金

时期，2019年埼玉花滑世锦赛，他

压过羽生结弦一头获得冠军，2021

年斯德哥尔摩世锦赛则再次击败羽

生 结 弦 ， 实 现 三 连 冠 。 对 陈 巍 来

说，自己的职业生涯距离完美只差

一块奥运金牌。

而羽生结弦不仅要迎接对手的挑

战，更要超越自己。在北京冬奥会上

冲击三连冠只是羽生结弦的目标之

一，“终极梦想”是在奥运会上跳出真

正的4A（阿克塞尔四周跳）。“我会去挑

战4A。”羽生结弦昨天毫无犹豫地表

示，他会在10日的自由滑中挑战这

个超高难度的动作。这种不断突破自

我的孤勇，可能正是羽生结弦最大的

魅力。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亮相花样滑冰男子单人短节目，出现失误仅列第8位

“被冰讨厌了”，羽生结弦略显失落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短节目表现失常，羽生结弦奥运三连冠的前景并不乐观。

驭雪疾行，乘风一跃。亲手写下惊艳世界的剧本，谷爱凌用自己的方式发出青春宣言。

驭雪疾行，乘风一跃，身穿精心

设计的金龙雪服，谷爱凌以最完美的

方式开启中国雪上运动的新篇。

凭借超越自我极限的第三跳，

“青蛙公主”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

台决赛中强势逆袭，为中国冬奥代表

团赢得史上首枚女子雪上项目金

牌。由于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为本届

冬奥会新设项目，她也将自己的名字

写入奥林匹克史册。

“这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天，我

做了一个历史上从没有女孩挑战过

的动作。”亲手写下惊艳世界的剧本，

谷爱凌用自己的方式发出青春宣言，

“我不是为打败其他选手而来，我只

想打破自己的界限。冬奥会是全球

瞩目的舞台，我想做一些原本以为不

可能的事，向全世界展现我的精神。”

一次挑战极限的“任性”决定

“这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比赛。”作

为曾经的奥运冠军，现场观战的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也不禁感叹。不同

于预赛的温和试探，决赛从一开场就

进入白刃战，每位选手皆倾尽所能。

前两跳分别得到93.75分和88.5

分，谷爱凌的表现已足够出彩。然

而，法国名将苔丝 · 勒德开场便祭出

“独门绝技”，凭借女子大跳台最高难

度动作“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得到

94.5分，两跳总分以187.5分领先谷爱

凌的182.25分。

选择题摆在了谷爱凌的面前——稳

妥守住银牌，还是冒险冲击金牌？如

同资格赛第二跳失误之后，她又一次

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她建议我以安

全为主，去拿银牌就好。我告诉她不

行，我想尝试‘1620’。”这一回，谷爱

凌没有听妈妈的话，而是作出一个

“任性”的决定，“打破界限，这才是我

啊！妈妈对我说‘好吧，这是你的比

赛，好好享受它’。”

决定冠军归属的第三跳，成为谷

爱凌挑战全新难度的舞台。调好手

机里的音乐，向着未知勇敢出发，放

手一搏的“青蛙公主”，完美呈现从未

完成过的“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

落地一刻，首钢大跳台的看台沸腾

了，裁判同样给出94.5分，谷爱凌掩

面而泣，这一幕连她自己也觉得有些

不可思议。

“其实不论是否成功，我觉得我都

赢了。”拥有一颗“大心脏”的谷爱凌赛

后回忆，“或许大家不相信，出发时我没

有任何压力，因为能登上领奖台已经创

造历史，我只想展示最好的自己。”

一个超越胜负的温暖拥抱

谷爱凌的惊艳一跳，将压力抛给

了苔丝 ·勒德。压轴登场的法国姑娘

出色完成了空中动作，却在落地时出

现闪失。一场跌宕起伏的冠军之争

就此分出胜负，竞技体育的悲喜也在

同一片场地里交织。

当全场观众都在为谷爱凌逆袭

欢呼时，她却在短暂庆祝之后走向了

着陆区里掩面痛哭的对手。“我为苔

丝感觉骄傲，也非常感谢她在比赛中

滑出最高难度的动作，激励我去挑战

‘1620’，去创造历史。”谷爱凌与获

得铜牌的瑞士选手格雷莫一起，为失

意的苔丝送上温暖拥抱，“她当然会

有些伤心，而我只想告诉她，我想把

这枚金牌与她一起分享。”

平复心情后的苔丝，不再纠结于

与金牌擦肩的结果，“原本我想把冠军

送给去世的父亲，但失误本身就是体

育的一部分。很开心能参加奥运会，

这是一次圆梦的旅程。”格雷莫则感恩

能与强大对手并肩作战，“与爱凌、苔

丝一起登上领奖台，她们的出色表现

对我是莫大的激励。女孩们之间有着

美妙的友谊，我们分享滑雪和人生中

的经历，也希望能一起激励更多人，

参与这项很酷的运动。”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比赛里，三位

姑娘赛后围坐在雪场中的画面，成为

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注解。竞技的意义

从来不止于胜负，而是在相互竞争中激

发无限可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正如谷

爱凌不断重复的初心，“不为打败对手，

只为不断突破自己的界限，这是我一生

的追寻。”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最后一跳挑战全新难度，勇夺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

乘风驭雪，谷爱凌的青春不设限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特派记
者陈海翔）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
超级大回转今天在“雪飞燕”举行，中

国选手张洋铭以第33名顺利完赛，

虽然成绩并不出众，却已经填补了中

国冬奥军团在该项目中的空白。而

在前一天的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

中，徐铭甫同样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

参加冬奥会滑降比赛并完赛的中国

选手。

本届冬奥会中国选手拿到了高

山滑雪所有11个小项的参赛资格，其

中男、女滑降，超级大回转，全能和混

合团体均为首次参赛。对于这些项

目的中国选手来说，能够站在冬奥会

的舞台上就是突破，顺利完赛更是能

被视为一种胜利。

中国高山滑雪队领队刘祯表示，

中国高山滑雪之所以能取得突破，得

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天

时，是基于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赛目

标，国家为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提供完

备的保障条件；地利，是在家门口作

战；人和，则是所有参与者的团结拼

搏，为了实现参赛目标而心无旁骛地

奋斗。”刘祯同时表示，实现历史性突

破的目标之后，中国高山滑雪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只有加倍努力拼搏，才

能逐步缩小与国外顶尖选手之间的

差距。

中国高山滑雪获突破

■本报记者 吴姝

“什么？我是国际巨星了吗？”面
对混合采访区里蜂拥而至的媒体，谷
爱凌把镶着金色棕榈叶的“冰墩墩”抱
在胸前，用一句反问终结了关于“顶
流”的话题。

毋庸置疑，在登上冬奥会最高领
奖台之前，谷爱凌就已成为中国体坛
炙手可热的“顶流”级明星。天才少
女、时尚女王、超级学霸……贴在她身
上的标签不计其数，归结起来就是“别
人家的小孩”。

对于这位中国冰雪运动的新一代
偶像，所有人都寄予厚望。而谷爱凌
也不负期待，以最热血、最青春的方
式，为自己的北京冬奥会“大秀”开
场。除了突破极限获得开创历史的一
枚金牌，她在对手黯然失落时送上真

诚的感谢和拥抱，在纷繁刁钻的提问
面前以流利的中英双语从容应答，她
用亲手设计的战袍和雪板传播中国文
化，场内场外尽显超乎年龄的成熟和
优质偶像的风范。

在这场完美的奥运首秀过后，萦
绕在“青蛙公主”头顶的光环愈发闪
耀。拥挤的混采区恰是缩影，短短几
十米的距离，谷爱凌用了近一小时才
走完。看看刷屏的朋友圈和广告代
言，“顶流”似乎已不足以概括她出众
的实力和人气。

只不过，在谷爱凌看来，自己只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女孩”而已。“我
想和大家说，我其实跟你们都一样。

我也上过中国的补习班，考试也刚及
格。我赛后会给奶奶或是朋友打电话，
问问我的猫怎么样了，又或是打打游戏
放松一下。”她会在采访时被记者手机壳
上猫的图案所吸引，也期待着在奥运会
结束后去北京最热闹的街区逛街、吃烤
鸭，这都是这个年纪女孩们最爱做的事。

几乎在所有场合，谷爱凌都会有意
淡化自己的冠军身份，换以邻家伙伴的
角色，传递对于体育和生活的热爱。“我
能拿到这枚金牌，不是只靠苦练，是因为
我对这项运动充满热爱。有热爱，就不
会累，也不会烦。这项运动塑造了我的
人生，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
都能去体验体育的‘魔力’。”她当然清楚

自己拥趸无数，却更愿意将支持者视为朋
友或家人，而不是“粉丝”。“比起赢得比
赛，更重要的是激励和我一样的青少年，
尤其是女孩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别人
以为不可能的事。不是人人都要成为职
业运动员，只需要和朋友一起，尽情去玩
去尝试！”

对于被称为“别人家的小孩”，谷爱凌
曾直言“听起来疏远”。至于“顶流”“国际
巨星”这样的称呼，也只是存在于“别人眼
中”。“如果几十年后，有一个女孩对我说，
她是因为我才开始滑雪的，我就已经很开
心了。”尽管听起来有几分“凡尔赛”，却是
“普通女孩”谷爱凌依然葆有的初心。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别人眼中的“顶流”■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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