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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榜
（截至2月23日）

排名 国家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挪威 13 14 10 37
2 德国 13 7 6 26
3 加拿大 10 8 9 27
4 美国 8 7 6 21
5 荷兰 8 6 4 18
6 瑞典 6 5 0 11
7 法国 5 4 6 15
8 奥地利 5 2 6 13
9 韩国 4 4 4 12
10 瑞士 3 6 4 13
14 中国 1 6 2 9

今日看点

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结束，
中国队几名队员漫步在雪上场馆之
间，显得十分轻松。女队员决定去

“拜访”各国媒体，交换纪念徽章。谈
笑间中国队员展示着大赛后别样的
真性情。

“我来国家队之前也没有偶像
啊，现在周洋姐是我的偶像。”本届冬
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亚军李靳
宇延续17岁的率真。

冬奥会前搭上国家队大名单末
班车，李靳宇的成绩让很多人颇感意
外，但她自己却看得淡然。“当时参加
选拔赛，我也没想过要进入奥运会，
我就是没啥远大目标，拿了银牌真的
没啥太大感觉。”李靳宇接受采访时，
总是腼腆地说自己“不是特别努力、
特有目标的人”，一旁的周洋“反驳”
道：“如果不努力，怎么可能有这样的
成绩？”

作为李靳宇的偶像，周洋的每一
句话几乎都会带给率真女孩力量。

“她一鼓励我，我就不紧张了，感觉很
踏实。”李靳宇说。周洋也半开玩笑
地说：“要是知道我有这么大的能力，
1500米比赛前我就不拍她，而是抱
抱她了。”

其实，周洋在李靳宇心中的位置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说平板支撑，
洋姐就能坚持到最后，这不是身体原

因，就是意志力很强。”李靳宇补充道。
本次比赛中国队准备充分，但在

许多优势项目上意外出局，从赛前队
友受伤到赛中摔出赛道，历经坎坷的
中国短道速滑队谈起过往依然止不
住泪水。

“自己还是不够那么强，之前备
战我对自己也有很大的愿望和目
标，我会用这四年的时间，比上一个
四年还要努力，去争取更好的成
绩。”在500米比赛中折戟，赛前备
受期待的范可新谈到本次比赛经
历，流下了泪水。

一旁的周洋也拂过眼眶说：
“每一次经历队友受伤，我都是心
痛的，如今不只是中韩之争，欧洲
也已经崛起，我肯定会牵挂可新，
当然如果我可以，我也不想放弃短
道速滑。”

幸运的是工夫不负有心人，22
日晚，武大靖为中国队拿下男子500
米金牌。“上场之前，任何东西都不重
要，只希望在场上不给对手、裁判留
下任何机会。”武大靖毫不避讳霸气
回应。

发令枪响他一骑绝尘，“平时比
赛可以听见教练场边的呼喊，奥运会
真的听不见。”武大靖如实地说，甚至
回到休息室才知道破了世界纪录。

四年前索契的比赛，武大靖说自

己太在乎对手，赛中犹豫被对手超
越；四年后他说因为前几场比赛“受
了刺激”，所以无所顾忌。

主教练李琰也毫不避讳谈论前
几场比赛针对中国队的判罚。“昨天
的比赛裁判又什么都不判了，矫枉过
正，要是判罚，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
局。”她表示现在每次比赛后教练们
都在看大屏幕，来确定谁犯规，“这有
点可笑，希望规则更明晰，更有操作
性，这样对项目发展也更好。”

坦诚面对、率真回应，是中国短
道速滑队赛后给人主要的印象。

（据新华社平昌2月23日电）

中国短道速滑队的 真性情

■ 阿成

北京时间2月22日凌晨，在欧冠
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对决中，曼联客
场 0：0 艰难战平塞维利亚。全场比
赛塞维利亚大占优势，曼联被狂射25
次，要不是门将德赫亚大显神威屡现
神奇扑救，曼联的大门恐被多次洞
穿。可以说，德赫亚凭一己之力为曼
联守住了一场平局。

据欧足联官方统计，塞维利亚
全场有多达 25 次射门，其中 8 次射
正，而且有 3 次射门在小禁区内完
成。即便如此，神勇的德赫亚依然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零封，其中上半
场结束前的两次扑救难度极大，堪
称神扑。上半场补时阶段的一次扑

救最为神奇，纳瓦斯右路传中，穆里
尔在小禁区线上大力头球轰门，德
赫亚反应神速身手敏捷，飞身单掌
将球挡出。这次神扑吓呆了哥伦比
亚前锋，他跪地抱着立柱久久不起，
不敢相信这球居然没进。

赛后所有的赞美都给了德赫亚，
担任评球嘉宾的英超名宿赞不绝
口。费迪南德说：“德赫亚今晚的表
现是世界第一，连诺伊尔都做不到。”
兰帕德说：“德赫亚已经是世界第一，
没有人能够接近他。”斯科尔斯说：

“德赫亚拯救曼联已经成为了常态，
近 4 年来他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门将。”

德赫亚的神奇光环，映射出曼
联整体表现的平庸，特别是进攻端
的表现让人昏昏欲睡。全场比赛曼
联只有6次射门，仅有1次射正。德
赫亚再神勇，至多能保住球门不失，

曼联要想赢球，其豪华的进攻线得
进球才行。引进桑切斯后，人们认
为曼联的进攻将提升一个档次，但
事实却非如此，加上本场比赛，曼联
已经连续3个客场没能进球了。

曼联进攻群的身价，在英超数一
数二，据德国《转会市场》估价，桑切
斯、卢卡库、拉什福德、马夏尔、马塔
以及林加德的总身价加起来高达3.4
亿欧元。如此豪华的攻击群竟无从
发挥威力，主帅穆里尼奥情何以堪。
虽然从进球数来看，曼联比上赛季有
了进步，但问题是红魔的进球更多的
是靠球员的灵光一现，并没有形成一
套像样的进攻体系。调教进攻并非
穆帅之长，为了成绩，连对阵西甲第
五也要“摆大巴”防守。然而，只会

“摆大巴”的豪门是无法成就霸业的，
如果继续“锋无力”，曼联本赛季恐难
有作为。

大侃台

我国又引进一部法国动画片

《飞鸟历险记》定档妇女节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记者卫小林）春节

档“战火”仍在“蔓延”，内地影院又引进一部外
国新片，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法国动画片
《飞鸟历险记》日前引进并定档，将于3月 8日
国际妇女节在海南各大院线与全国同步上映。

据介绍，《飞鸟历险记》是一部家庭冒险喜剧
类型动画片，由欧洲最大的CGI动画公司法国
TeamTO动画公司倾力打造，主要讲述一只从
不出家门的金翅雀山姆临危受命，凭借自己并不
靠谱的“第六感”，带领候鸟家族向南方迁徙的
故事。影片拍得极具法国浪漫色彩，同时充满了
童趣。

记者了解到，我国近年已引进多部法国动画
片，从《了不起的菲丽西》到《小王子》再到《昆虫总
动员》，让中国影迷了解到世界影坛上动画电影不
仅好莱坞拍得好，法国出品动画片同样受中国观
众青睐。

省琼剧院节后
惠民演出力度不减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黄婵敏 潘心团）春节假期虽已结束，但农历新年
的氛围还未散去，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大家还在
依据风俗庆祝新年。为了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
活，为正月里的乡村添喜气。记者了解到，22日
起至3月31日，省琼剧院一、二、三团将前往文
昌、万宁、琼海、海口、定安、澄迈等多个市县开
展“琼剧走基层，文化惠民生”活动，送去50余场
演出。

据悉，省琼剧院在春节假期期间，充分考虑
到海南基层群众的观赏习惯，紧锣密鼓地准备
了一批新剧目，这些剧目通俗易懂、接地气，包
括《汉文皇后》《和亲风云》《琼浆玉露》《昭阳宫
冤》《刁蛮公主》《太子还朝》《百年好合》《秦楼
情》《汉宫春秋》《晋宫风云》等观众喜闻乐见的
优秀经典剧目，让戏迷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
彩的琼剧。

本报三亚2月23日电（记者孙
婧 王黎刚）2017-18赛季克利伯环
球帆船赛进入三亚时间，11支船队
于22日夜间至23日白天陆续抵达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完成了从澳大
利亚惠森迪群岛到中国三亚的第五
赛段比赛。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
号第四个冲线，夺得这一赛段第四名
成绩。

接下来，他们将在三亚度过近
10天的休闲时光，2月27日、28日以
及3月2日的赛事船队公众开放日，
市民游客将有机会登船参观，感受航
海文化魅力。

经历了20多天的航行，船队不仅
跨越了赤道、经历炎热天气的考验，还
遭遇海上无风区，2海里/小时的船速
让选手们苦不堪言，终于在23日凌晨
2时21分，前三名分别是PSP物流号、

勇往直前号和青岛号。
“欢迎回家！””港口等待的人群，

不分国籍身份、年龄性别，由衷地为
抵港帆船摇旗庆贺。三亚号“大使船
员”刘满江激动地攀上了高高的桅
杆，在聚光灯下摇起了火红的中国国
旗。分秒必争专注冲线的船长温迪，
紧绷了多日的脸也露出了笑容。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创始人罗宾
爵士为三亚号全体船员的优秀表现
点赞，“他们出色的航海技能和良好
的沟通能力，收获了克利伯所有国际
船员的一致好评。”

在随后的船队抵达发布会中，三亚
市副市长许振凌表示，克利伯环球帆船
赛船队航行了半个地球，而以三亚号为
载体同步进行的环球城市营销，也为三
亚拓展了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
洲各国数量庞大的新粉丝。

第六赛段三亚-青岛-西雅图的
比赛，将于3月4日开始。在此期间，
为了让帆船文化在本地得到推广普
及，三亚组委会特别在半山半岛帆船
港赛事村设置了OP帆船亲子课堂、
克利伯VR体验帐篷等嘉年华活动，
2月27日、28日以及3月2日的船队
公众开放日，市民游客将可登上赛船
参观并体验，3月1日11支船队还将
在三亚站举行港内赛。

取得前三名成绩的几位船长纷
纷表示，大家都期待在三亚度过一段
美好的时光，“我非常好奇三亚本地
民俗和特色文化，也很乐意与民众交
流，我想鼓励更多青少年，帆船是一
项非常酷的运动，有机会一定要尝
试，能够帮助你开拓视野和心胸，认
识到更大的世界。”PSP物流号船长
马特·米切尔说。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进入三亚时间

第五赛段三亚号第四个冲线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2月23日凌晨2时许，三亚号抵达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德赫亚越能扑，穆帅越尴尬

新华社平昌2月23日电（记者
苏斌 王集旻 王君宝）作为中国代表
团本次实现参赛突破的10个小项之
一，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将于平
昌冬奥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上演，共
有三位中国队选手参赛。越野滑雪
迎来距离最长的男子50公里集体出
发古典技术比赛，这对参赛运动员是
体能与意志力的双重考验。

平昌冬奥会24日将决出8枚金

牌。女子平行大回转项目上，两名选
手同时出发，用时短者获得胜利进入
下一轮。24日上午开始资格赛，经
过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和半
决赛，直至金牌争夺战。

取得历史突破的项目上，中国队
派出宫乃莹、臧汝心和徐小小三人参
赛。臧汝心去年在日本札幌举行的
亚冬会上摘得平行回转金牌。

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

古典技术中，北欧两个越野滑雪强国
挪威与瑞典展开直接对话，两国目前
在50公里距离上各自摘得7枚金牌。
两位挪威选手马·松德比与西·克鲁格
将力争追平队友约·克莱博单届冬奥
会摘得三枚越野滑雪金牌的纪录。

男子四人雪车是中国队另一个
首次取得参赛资格的小项，24日平
昌冬奥会将进行前两轮争夺。中国
雪车队的队员大多由田径运动员转

型而来，由邵奕俊、王思栋、李纯键
和史昊组成的中国队，冬奥首秀值
得期待。

德国是男子四人雪车的“王牌之
师”，曾在1994年至2006年间的四
届冬奥会上连续摘金，不过他们的连
胜纪录被美国队在2010年终结，拉
脱维亚成为上届冬奥会该项目冠军。

其余雪上项目金牌将在单板滑
雪男子大跳台、高山滑雪团体和单板

滑雪男子平行大回转中产生。
瑞典与美国登上了男子冰壶的

终极决斗场。瑞典是上届冬奥会铜
牌获得者，还是2015年世锦赛冠军，
美国则是都灵冬奥会第三名。

速度滑冰赛场将进行男、女集体
出发两个小项的较量。在本赛季世
界杯系列赛中，中国队选手郭丹和王
洪利分别在女子、男子项目上有过闯
入前三的表现，二人或将带来惊喜。

平行大回转期待突破
越野滑雪上演虐心战

北京时间 2月 24日晚，皇马将
在西甲第 25 轮比赛中主场迎战阿
拉维斯。上半程表现低迷的皇马近
期状态明显回升，展示出了强大的
进攻火力。本轮主场对阵弱旅阿拉
维斯，皇马有望全取3分，继续追赶
身前的马竞。

皇马自西班牙国王杯上被莱
加内斯淘汰后，从三线作战转变成
了双线作战，同时也迎来了 5 胜 1
平的优异战绩。本赛季西甲上半
程 18 轮比赛，皇马只打入了 32
球，场均 1.7 球。而最近 6轮西甲，
皇马打入 26 球，场均 4.3 球，进球
率提高了 2.5 倍。状态回勇火力全
开，皇马的联赛排名也上升至第三
名。目前皇马落后排名第二的马
竞 7 分，落后领头羊巴萨 14 分，追

上巴萨已然无望，赶超马竞还是有
可能的。

但在欧冠战线，皇马此时“醒”
来正是时候。在欧冠八分之一决
赛首回合比赛中，皇马主场 3：1击
败巴黎圣日耳曼，挺进八强先手在
握。而联赛争冠无望，国王杯提前
出局，皇马的重心可以放在卫冕欧
冠上了。

至于联赛，皇马“保三争二”并非
难事。本轮面对弱旅阿拉维斯，又是
皇马追分的机会。阿拉维斯流失了大
部分的主力，赛季初的战绩非常糟糕，
虽然后期表现有所提升，但排名也只
有第十五名。本轮面对火力全开又急
迫追分的皇马，阿拉维斯几无胜算输
少当赢了。

■ 林永成

■ 西甲第25轮前瞻

皇马火力全开追马竞

海口万春会人气旺
新春灯展将一直持续至正月十五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今
天从2018第十三届海口万春会组委会获悉，截至
2月21日（大年初六）下午5点，本届海口万春会
游园人数共计约36.9万人，其中主会场海口万绿
园约29.4万人，分会场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约7.5
万人。

本届海口万春会从大年初一至十五，主会场
有12场主题丰富的文艺演出、6场共10项游园活
动、4场公益活动以及8组新春灯展展示。分会场
组织了13项主题新春灯展、6场共4项游园活动
以及4场主题文艺演出。

为延续往年万春会的传统，本届海口万春会
向市民游客展示绚丽缤纷的新春灯展，尤其在夜
晚，游人穿梭在造型各异的花灯之间，心情舒
畅，璀璨的灯光也令人倍感温暖。海口万绿园、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新春灯展将一直持续至正
月十五。

本届海口万春会以“欢乐幸福年，筑梦新时
代”为主题，在春节期间，为广大市民游客呈上一
道文化大餐，营造欢乐祥和的春节氛围。

陵水元宵喜乐汇
28日拉开序幕

本报椰林2月23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今天，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文体局获
悉，该县元宵喜乐汇活动将于2月28日至3月3
日举行。届时，将为市民游客带来游园会、广场健
身操（舞）总决赛、琼剧大展演、迎春音乐诗会等
14项精彩活动。

本次元宵喜乐汇将在以当地民间特色节目为
主的元宵晚会中拉开序幕，陵水民间表演团体及
艺术团队，以歌曲、舞蹈、八音器乐演奏等表演形
式，为观众奉上一场视觉听觉盛宴。

据介绍，在将举办的广场健身操（舞）总决赛
中，16支广场健身操队伍将展开精彩角逐，让观
众一饱眼福。琼剧大展演将邀请琼剧团现场表演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琼剧精品剧目。迎春音乐诗会
以诗歌搭配音乐的舞台表现形式，讴歌陵水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
成绩。元宵游园会在保留了传统游园项目夹槟
榔、猜灯谜、吹气球等游戏的同时，还将带来“挤眉
弄眼吃饼干”“抢吃圣女果”等新式游戏，市民游客
在免费参与游园活动后，通过完成游戏获得相应
的礼品奖励。

此外，元宵节期间陵水还将举办“闪耀陵河
畔”主题灯光展、陵水文化精粹互动展、“全民约惠
季”、“以舞之名·点燃梦想”街舞专题元宵晚会、

“新春杯”围棋锦标赛、“迎春杯”乒乓球邀请赛等
多类活动。

记者了解到，除了县城，陵水11个乡镇也正
在抓紧筹办元宵系列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2月23日，武大
靖在平昌冬奥会短道
速滑男子500米奖牌
颁发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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