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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
金牌 新西兰 辛诺特（新西兰） 92.88分
银牌 马里诺（美国） 87.68分
铜牌 科迪（澳大利亚） 83.15分

项目：越野滑雪男子双追逐（15公里传统技术+15公
里自由技术）

金牌 博利舒诺夫（俄罗斯奥运队）1小时16分098
银牌 斯皮佐夫（俄罗斯奥运队）1小时17分208
铜牌 尼斯卡宁（芬兰） 1小时18分100

项目：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
金牌 范德普尔（瑞典） 6分08秒84
银牌 罗斯特（荷兰） 6分09秒31
铜牌 恩格布拉顿（挪威） 6分09秒88

项目：跳台滑雪男子个人标准台
金牌 小林陵侑（日本） 275.0分
银牌 费特纳（奥地利） 270.8分
铜牌 库巴基（波兰） 265.9分

项目：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决赛
金牌 安东尼（澳大利亚） 83.09分
银牌 考夫（美国） 80.28分
铜牌 斯米尔诺娃（俄罗斯奥运队） 77.72分

项目：男子单人雪橇
金牌 路德维希（德国） 3分48秒735
银牌 金德尔（奥地利） 3分48秒895
铜牌 费斯纳勒（意大利） 3分49秒686

榜上有名
（比赛时间：2月6日）

代表团 金 银 铜 总
1 挪威 2 0 1 3
2 瑞典 2 0 0 2
3 俄罗斯奥委会 1 2 2 5
4 德国 1 1 0 2
4 荷兰 1 1 0 2
6 澳大利亚 1 0 1 2
6 日本 1 0 1 2
6 斯洛文尼亚 1 0 1 2
9 中国 1 0 0 1
9 新西兰 1 0 0 1

奖牌榜
（截至2月6日）

今日直播

CCTV-5
09：00 花样滑冰团体女单自由滑等
18：30 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等

CCTV-5+
09：00 冰壶混双小组赛、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

资格赛等
CCTV-16

09：00 跳台滑雪混合团体标准台决赛等
CCTV-1

13：20 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等

今日看点

短道英雄再冲金
单板天才欲夺牌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张泽伟 王恒
志）7日的冬奥会赛场有望再为国人带来惊喜。为
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的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曲
春雨将再登冰场，冲击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和女子
500米金牌。以资格赛头名晋级的中国单板滑雪小
将苏翊鸣，将拿出更难的动作冲击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奖牌，书写中国雪上项目新的历史。谷爱凌则将
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中上演冬奥首秀。

短道速滑是中国的“王牌”，在摘得混合团体金
牌后，队员们卸下了包袱，振奋了士气。7日的男子
1000米比赛中，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将联袂登
场；女子500米比赛中，范可新、曲春雨、张雨婷也将
携手战斗。

一直弱势的雪上项目也将翻开新的篇章。7日
的云顶滑雪公园将迎来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决赛，17岁小将苏翊鸣将以资格赛第一名的身份向
奖牌发起冲击。作为首个晋级冬奥会单板坡障决赛
的中国运动员，苏翊鸣已经创造了历史。他表示将
在决赛中拿出更难的动作争取高分，为国争光。

中国雪上项目另一位明星谷爱凌7日也将出
战，谷爱凌本届冬奥会要参加三个小项的争夺，她将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中上演首秀。

花样滑冰将决出团体金牌。经过前面几个项目
的比拼，中国队排在第五位，落后于俄罗斯奥委会
队、美国队、日本队、加拿大队。

速度滑冰项目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决出女
子1500米金牌，三名中国姑娘韩梅、阿合娜尔·阿达
克、殷琦将争取滑出好的名次。

7日还将产生另外4枚金牌，分别是高山滑雪女
子大回转和男子滑降、冬季两项女子15公里个人、
跳台滑雪混合团体标准台。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中国短
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范可新、张雨
婷、武大靖、任子威5日获得中国体育
健儿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中国体
育代表团发来贺电。全文如下：

中国体育代表团：
欣闻我国运动员曲春雨、范可

新、张雨婷、武大靖、任子威在北京冬

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
赛中不畏强手、勇夺桂冠，获得中国
体育健儿参加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
牌，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获奖运动员及中

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
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拿道德的金牌、风格
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的要求，以“使
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责任担当，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努力
取得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为
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

孙春兰
2022年2月6日

孙春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首金致贺电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6日电
（记者郑直 刘博 杨恺）凭借资格赛
第一滑的压倒性表现，中国小将苏翊
鸣再度创造历史，他在 6日于崇礼
云顶滑雪公园进行的北京冬奥会
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
赛中位列第一晋级7日的决赛，成
为首个晋级冬奥会单板坡障决赛
的中国运动员。

决赛我会选择更难的动作来取
得高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国
争光。”滑雪选手苏翊鸣赛后说。

6日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进行
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
碍技巧资格赛中，17岁的苏翊鸣首
轮一滑定乾坤，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
晋级7日的决赛，成为首个闯入冬奥
会单板坡障决赛的中国运动员。

“因为今天是预赛，可能大家没
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但是决赛
肯定所有人都会表现出自己的最好
状态。”他说。

苏翊鸣是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
的，但在首轮比赛中他技压群雄，惊
艳地完成1440接内转1260接1620
的高难度动作组合，裁判给出86.80
的全场最高分。

当时，现场气氛被点燃，苏翊鸣
也向观众“比心”。他说：“特别感谢
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包括在出发或
者落地的区域，所有人都在为我欢
呼，这个真是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对
我的帮助也很大。”

苏翊鸣曾在电影《智取威虎山》
中出演精通滑雪的“小栓子”。来自
吉林的他4岁就开始滑雪，14岁的时

候决定成为一名职业滑手。
本赛季苏翊鸣横空出世，在单板

滑雪世界杯比赛中表现出色，赢得大
跳台世界杯美国斯廷博特站冠军与
赛季总冠军，连续创造多个中国单板
滑雪运动历史。此后他在坡面障碍
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比赛
中达到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要求，成
为首个代表中国出战冬奥会的单板
男子坡面障碍技巧与大跳台选手。

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将于7
日中午12时开赛，苏翊鸣有能力和
信心同世界顶级选手“掰掰手腕”，向
奖牌发起冲击。

“决赛我会更加专注地去完成动
作。在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比拼是我特
别喜欢的，我也希望明天所有人都能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苏翊鸣说。

中国队球员王玉婷（右二）在比
赛中带球。 新华社发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王
恒志 刘博）中国代表团6日在北京冬
奥会赛场上没能收获奖牌，但依然亮
点频现，苏翊鸣惊艳首秀，以资格赛第
一晋级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中国女子冰球队“点杀”世界排名
第六的日本队，中国花滑队则惊险晋
级团体决赛。

86.8分！中国小将苏翊鸣在自己
的冬奥会首秀中拿出一套1440接内
转1260接1620的高难度动作组合，
近乎完美的表现技压全场，以资格赛
第一的身份，成为首个晋级冬奥会单
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中国
选手。

当然，曾经的“小栓子”并不满足
于此，“决赛我会选择更难的动作来取
得高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国
争光。”苏翊鸣说。

如果说苏翊鸣晋级令人欣喜，中
国女子冰球队带来的绝对是意外惊
喜。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队，世
界排名第20位的中国女冰表现出极
为顽强的斗志，末节扳平、“点球”决
胜，2：1获胜的中国队获得了晋级八
强的主动权。

女冰最后时刻扣人心弦，花滑赛
场也是惊险万分。在6日的团体赛最
后一个项目女子单人滑短节目中，小
将朱易发挥不佳，在10位选手中排名
垫底，只拿到1分。中国队最终得到

22分，与格鲁吉亚队积分相同，根据
规则，获得最高积分的两个单项积分
相加，高者排位在前。中国队在双人
滑和冰舞中分别拿到10分和6分，高
于格鲁吉亚队的14分，以第五的名次
惊险晋级。

花滑团体赛当日还展开了决赛阶
段争夺，在男子单人滑自由滑中，金博
洋得到155.04分，在五名选手中排在
第四位，中国队目前暂列第五。

冰壶赛场上没能出现奇迹，中国
混双组合连负英国队和意大利队，六
连败后已宣告无缘半决赛。

首次站上冬奥赛场的范铎耀也没
能在男子单人雪橇比赛中更进一步，
但站上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赛
道的那一刻，他的每一次滑行，都在创
造中国雪橇运动的历史。即将迎来
36岁生日的德国老将约翰内斯·路德
维希力压群雄夺冠，他的队友、两届冬
奥会该项目金牌得主费利克斯·洛赫
无缘领奖台。

江山代有才人出，当日还有多名
传奇老将无缘领奖台。35岁的三届
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冠军、
荷兰名将斯文·克拉默和两届冬奥
会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冠
军、美国名将杰米·安德森都未进入
前八名……

当日共产生6枚金牌，德国、新西
兰、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和俄罗斯奥
委会各取一金。高山滑雪男子滑降决
赛当日因天气原因延期至7日举行，7
日将产生9枚金牌。

苏翊鸣单板完美首秀
中国女冰“点杀”日本

战况扫描

苏翊鸣：

决赛会选择更难动作冲击高分

中国女冰主教练：

比赛在于拼搏 胜负不在世界排名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王春

燕 张寒 乐文婉）北京冬奥会是中国花
样滑冰男子单人滑选手金博洋的第二
届冬奥会，在这些天的采访中能明显感
觉到他的变化：更放松了，心态更好
了。“天总”也透露了自己能有这种改
变的原因：每个人都会失败，要接纳自
己的失败，才能及时调整，不留遗憾。

6日进行了花样滑冰团体赛男子
单人滑自由滑比赛，金博洋得以在个
人单项赛开始前，先演绎了自己的自
由滑曲目。

这位24岁的中国男子单人滑“一
哥”当日第二个登场，在等待公布首位
选手成绩时，现场观众不时高喊他的
名字，为他加油。身着红衣的金博洋
微笑示意，表情非常轻松。

伴随着《博莱罗舞曲》，金博洋在
整个自由滑曲目的演绎中，完美地完

成了三个旋转动作，被定级为4级，七
个跳跃动作近半数出现瑕疵，但他能
在第一个连跳没做成的情况下，及时
增加一个连跳动作，弥补了技术分的
损失，也体现了强大的心理调节能
力。最终金博洋得到155.04分，在全
部五名选手中排名第四。

“今天的自由滑整体表现比此前
的比赛要好一些，但距离自己的目标
还有差距，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
希望在之后的个人赛中及时调整，尽
量做到最好，不留遗憾。”金博洋说。

在团体赛短节目和自由滑比赛
中，金博洋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出现失
误后能够及时调整状态，或顺利完成
后面的技术动作，或及时调整动作以
弥补基础动作分数上的损失。能在冬
奥会这样的大赛中表现得如此沉稳，
金博洋认为是因为学会了接纳自己的
失败。

“之前每次比赛我就想成，就想
成，不管怎么样都要成，不管斜着、横
着都要成。但教练告诉我，你要接纳
你的失败，有的时候不接纳失败的话，
就可能容易乱。失败了没关系，每个
人都会失败，失败了之后想下一个动
作，要及时调整，要灵活，要及时接纳
自己的失败，一步一步做好每一个步
骤，不留遗憾。”金博洋说。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金博洋的目
标依然是做好自己，他说：“我平时训
练是非常好的，比赛时就会打折扣，
今 天 发 挥 出 了 平 时 训 练 水 平 的
60%。我希望在单人滑比赛中，能发
挥出自己的训练水平，就是非常完美
地参与了这次冬奥会，就完成了自己
的目标，也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来对
花滑的热爱。”

中国男子单人滑选手金博洋：

学会接纳自己的失败

金博洋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
赵旭 胡佳丽）6日，中国女子冰球队以
2：1力克日本队，迎来在北京冬奥会上
的第二场胜利。目前中国队3战2胜
积5分，有望晋级8强。中国女冰主教
练伊达尔斯基表示，每场比赛的重点
都应放在争分夺秒拼抢每一个球上，
无论对手世界排名如何，都应如此。

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的最新世
界排名，日本队排名第六，而中国女
冰排在第20位。

“日本队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

也展现出强大的攻防转换实力，这是
我们担心的地方。但对于世界排名，
并不需要过多担心，因为一开球，排
名本身不再重要，最关键的是拼搏。”
伊达尔斯基说，“本次参加奥运会就
是为了证明，中国女冰是一支很好的
冰球队。”

比赛刚开场9分钟，中国球员张
梦莹不慎受伤离场。谈及张梦莹缺
席对球队后续比赛的影响，伊达尔斯
基表示：“任何时候失去球员，都会给
队伍造成影响。过去一个月，她状态

都很好，所以这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
个打击。”

“虽然我们赢了日本队，但这场
胜利并不能保证（出线），明天的比赛
更重要，希望能取得好成绩。”伊达尔
斯基说。

根据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制，
B组的中国队、日本队、捷克队、瑞典
队和丹麦队将争夺3个八强席位。
本场战罢，中国队积5分暂列小组第
三，握有晋级主动，她们将在7日迎
战此前两场皆负的瑞典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