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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融媒探冬奥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记者昂
颖）“在共同的世界里/我们心手相
牵/真情守望花开春暖/灿烂天地
每张笑脸……”近日，一首由中外
多个国家小朋友携手演唱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主题歌曲《在共同的
世界里》在冬奥会火炬接力展示活
动中唱响，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和
一致好评。

《在共同的世界里》是受北京冬
奥组委定向邀请创作的一首奥运主
题、具有国际特色的新作品，被评为
北京冬奥会第三届优秀音乐作品。
该歌曲由全国青联委员、海南万宁籍
词作家王生宁作词，著名作曲家栾凯
作曲。

《在共同的世界里》一共66个
字，朗朗上口、易于传唱，容纳奥运精
神、新春、后疫情时代等内容元素，用
清澈温暖的童声唱出相互理解、友
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
神，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声，共
同期待着人类世界的“花开春暖”。

“《在共同的世界里》与充满激
情、节奏感很强的相关冬奥歌曲不
同，它是一首舒缓、温暖、悠扬的奥运

歌曲，以东方平和风格为主，同时容
纳国际音乐元素。整个作品旋律就
如同雪花一般飘落于人间美好世界，
寓意地球村上的人们心手相牵，一起
向未来。”王生宁表示，音乐传递的不
仅仅是旋律，更是一种情怀、一种能
量。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他很荣幸
能有机会为北京冬奥会奉献一份文
艺宣传力量，为冬奥助力、喝彩，为祖
国祝福、加油。

《在共同的世界里》是王生宁、栾
凯两位作者继创作北京冬奥宣传曲
《冰雪之约》后，再度合作的一首冬奥
音乐佳作。《冰雪之约》已先后亮相于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特别活动、
北京冬奥会火炬发布仪式、北京冬奥
会主题口号发布仪式等活动。

据悉，《在共同的世界里》于去年
4月创作完成，在今年1月针对作品
歌词与编曲风格方面作出调整，并
最终定稿，用于冬奥相关官方活动
宣传与推广。与国家体育运动结缘
颇深的王生宁，近年来还为第16届
亚残运会闭幕式主题歌《你让世界
从此不同》、第19届亚运会歌曲《心
心相融》作词。

海南万宁籍词作家作词

《在共同的世界里》唱响冬奥会

本报北京2月6日电（特派记者
刘冀冀 袁琛 周达延）惟妙惟肖的北
京毛猴、蕴含巧思的汉字象形运动标
示画、体感逼真的VR高山滑雪体验
……2月6日下午，在位于海淀公园
的海淀区冬奥文化广场内，北京市民
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在娱乐中浸润
传统文化，感受科技的便捷，以及冰
雪运动带来的全新冬奥体验。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期间，作为
赛时城市文化活动的重要呈现载
体，北京市15个区的16个冬奥文化
广场正式投入运营，每个冬奥文化
广场都设有演出舞台及冰雪运动体

验区，俨然已成传播传统文化、展现
冰雪运动的窗口。

“年味儿很足，有老北京的民
俗。”2月6日下午3点，刚看完一个
小时的文艺表演，北京市民张先生一
家人意犹未尽，这是他们三天内第二
次来冬奥文化广场打卡。指着文化
墙上由各种祝福帖拼成的“冬奥”二
字，张先生告诉记者，5岁的女儿写的
祝福语也在其中，“能让孩子在春节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有意义。”

记者注意到，海淀区冬奥文化
广场以蓝白色调为主，现场还有大
红灯笼、中国结、老虎剪纸等充满浓

郁“年味儿”的节庆布置。为了营造
浓厚节日氛围，每天上午下午分别
组织一场文艺表演，优美动听的歌
曲、轻盈欢快的舞蹈、风趣幽默的小
品相声等专业演出，给市民带来了
欢快的节日体验。

“在家门口就能打卡冬奥，能充
分激发大家对冰雪运动的兴趣。”北
京海淀区冬奥文化广场现场负责人
王猛告诉记者，海淀区冬奥广场是
在原2008年夏季奥运会广场的基
础上提升打造而来，舞台、大屏幕等
均为夏季奥运会“遗产”。场地的可
持续利用、工作人员的接续奋斗、运
行经验的传承，书写着海淀的“双
奥”魅力。

记者了解到，在冬奥文化广场
的建设中，北京充分挖掘区域文化
底蕴、文化资源，将文化特色与冬奥
精神、冰雪运动相结合，设置了文化
底蕴浓厚的展览展示和生动有趣的
互动体验，充分展现了“双奥之城”
的文化软实力。

据介绍，北京全市共建有16个
冬奥文化广场，分布在15个区。冬
奥文化广场将从2月4日起一直运
营至冬残奥会结束。

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精彩冬奥”主题花坛。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在行将率先冲过终点线前，俄
罗斯人亚历山大·博利舒诺夫一改
往日内敛，接过一面俄罗斯奥委会
会旗肆意挥舞庆祝。

这是他的首枚冬奥金牌。从
14岁开始接受专业滑雪训练起，博
利舒诺夫的目标就在于此。如今他
终于得偿所愿，成为北京冬奥会越
野滑雪男子双追逐（15公里传统技
术+15公里自由技术）冠军。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一直都
是我的榜样。我能成为一名努力又

专注的运动员，都要归功
于他的付出。”博利舒诺
夫在赛后专门感谢了自
己的父亲。

如他所言，能够开启越野滑雪
生涯，父亲扮演了重要角色。博利
舒诺夫出生于俄罗斯西部布良斯克
地区一个名叫波迪沃特耶的小村
庄。从前村庄周边路况极差，甚至
连车辆都无法进入，这使得滑雪成
为当地人冬季出行的主要方式。

老博利舒诺夫年轻时同样是一
名越野滑雪选手，在儿子出生后，他

立志要将孩子培养成一名卓越的运
动员。于是，在冬天的波迪沃特耶
村出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老博
利舒诺夫用拖拉机在村庄附近压制
出一条雪道，让儿子用来训练。

“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博利舒诺夫说，“我经常和父亲比赛，
直到有一天我赢了他，我便开始渴望
成为最好的越野滑雪运动员。”

14岁时，博利舒诺夫开始接受
专业滑雪训练。在2014年索契冬
奥会成功举行时，进步神速的他将
目光投向世界赛场，立志为国争
光。自2017年首登越野滑雪世界
杯舞台后，他已先后获得8枚世界
锦标赛奖牌、两次世界杯年度总冠
军等一系列荣誉。

在越野滑雪界，25岁的博利舒
诺夫总会被与只比他大两个月的挪
威运动员约翰内斯·赫斯弗洛特·克
莱博比较，两人在比赛项目上各有
所长，有着较为相似的参赛轨迹。

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挪威
人一鸣惊人斩获3枚金牌。同样是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博利舒诺夫虽然
也获得3银1铜的不俗成绩，但彼
时克莱博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在当日的男子双追逐比赛中，
克莱博仅位列第40名，博利舒诺夫
赢得了两人之间的正面对话。赛后
新闻发布会上，博利舒诺夫依旧谦
逊：“他只是今天不走运而已，而且
他的优势在于短距离比赛，在很多
比赛中我都是扮演追赶者的角色。”

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博利
舒诺夫与克莱博的争夺才刚刚开
始。“冠军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一直
都在为此努力。我喜欢这项运动，
喜欢和不同对手同场竞技。”博利舒

诺夫说。
（新华社河北崇礼

2月6日电 记者孙哲
杨帆）

2月7日至9日，
在北京首钢园，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项目将迎来冬奥会
历史首秀。
作为北京冬奥会新增小项，这项“年

轻”的运动视觉效果堪称“炸裂”。自从成
为国际雪联世锦赛、世界杯赛事项目以
来，广受全球滑雪爱好者关注。本届冬奥
会这项比赛有哪些看点？谷爱凌能否顺
利夺下她三个参赛小项的首金？

尽管这个项目是第一次进入冬奥会
大家庭，但相关国际赛事已经十分火热。
从最近几个雪季的世界杯、世界极限运动
会等赛事来看，其动作难度、观赏性不断
提升。不少运动员坦言，这届冬奥会竞争
将会非常激烈。

从国际雪联积分排名和过往成绩看，
欧美国家运动员占有明显优势。中国女
运动员谷爱凌、杨硕瑞以及男运动员何金
博将参与角逐，其中谷爱凌具有和世界顶
级选手一决高下的实力。

目前国际雪联最新积分排名第一的
瑞士年轻名将玛蒂尔德·格雷莫极具竞争
力。在北京冬奥周期，她在世界杯和世界
极限运动会上胜率很高。她还是首个完
成倒滑前空翻两周转体1440度动作的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女选手。

世界杯美国斯廷博特站比赛中，谷爱
凌以正滑前空翻两周转体1440度动作夺
冠。北京冬奥会上，我们将有望看到这两
位选手做出目前女子大跳台世界最高难
度动作。

本次冬奥
会参加三个小项的谷

爱凌，此前被认为大跳台实
力相对弱一些，但是她在这个雪季

冬奥之前的表现，证明她具备冲击三块金
牌的实力。不过，如何在巨大关注度下调
整心态，合理分配精力兼顾三个小项，将
是这位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天才少女”面
临的最大考验。

此外，2001年出生的法国世界冠军
苔丝·勒德这次专门为北京冬奥会准备了
尚在“保密”中的技术动作；2020年冬青
奥会坡面障碍技巧冠军、爱沙尼亚名将凯
莉·西尔达鲁最近训练状态不俗；2018年
平昌冬奥会坡障冠军莎拉·霍夫林，在大
跳台项目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男子项目上，前不久的世界极限运
动会冠军亚历山大·霍尔，是这次登顶领
奖台的大热门。他曾做出的空翻两周转
体2160度惊艳众人，被评价为“来自未来
的技术动作”。

2004年出生的奥地利运动员马捷·
什万采尔目前国际雪联排名世界第一，曾
在2020年的冬青奥会大跳台项目上夺
冠，他也被公认为是代表着难度“天花板”
的运动员。

出生于2005年的中国选手何金博，
曾在奥地利训练中完成了倒滑空翻两周
转体1800度，成为中国首位完成这一高
难度动作的男子运动员。

值得一提的是，大跳台项目并非单纯
追求技术难度的运动，起跳高度、稳定性，
以及选手的个性和风格，也在评委的打分
考虑范围内。选手的临场发挥以及比赛本
身的偶然性使得结果“迷雾重重”。三跳取
两个最好成绩，不到最后一跳胜负难定，这
也增加了这项比赛的魅力和吸引力。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赵建
通 马锴 高萌 董意行）

从山村雪道到冬奥冠军
——俄罗斯选手博利舒诺夫的金牌之路

“双奥之城”北京绽放冰雪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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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谷爱凌在赛前训练中。
新华社发

——“我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就去享受好自
己的比赛，因为我的身后有祖国，有着每一个支
持我的人。”

背景：中国小将苏翊鸣在单板滑雪男子坡面
障碍技巧资格赛中位列第一，晋级决赛。他说
比赛时能感受到场边的欢呼，这对自己是很大
的支持。

评论：祖国永远在你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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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参加完花样滑冰团体赛，金博洋认为
自己之所以表现如此沉稳，是因为学会了接纳
失败。

评论：失敬，原来花滑队里有哲学大师。

——“上次赢日本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背景：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小组赛中，中国

队通过残酷的射门比赛击败日本队。赛后中国
女冰队长于柏巍落了泪。

评论：历史就是这样被改写的。

——“‘鸟巢’的瞬间激励着我以后的每一
天，我会铭记一辈子！”

背景：回顾开幕式，最后一棒火炬手之一的
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动情地说。

评论：你也是这瞬间的一部分。

冰雪缤纷

妙 语 连 珠

冬奥会吉祥物“一墩难求”？北京
冬奥组委回应：

会源源不断供货
也别忘了雪容融哦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姬烨 董意行）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日引爆购买潮，导
致“一墩难求”。北京冬奥组委回应说，已和各生
产企业进行了沟通，采取积极措施推进产品生
产，将会有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到市场，同时也提
示大家，“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哦”。

在冬奥闭环里，冬奥特许商店门前总是排起
长龙，全球各地人士竞相购买冬奥吉祥物等特许
商品。而在冬奥闭环外，冬奥特许商店排队的顾
客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两天也有朋友问我，去哪里可以买到‘冰
墩墩’？我想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北
京冬奥会的关注，是‘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成果在特许产品方面的体现。”在6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说。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也希望
能拥有一个冰墩墩。他说：“‘冰墩墩’很可爱幽
默，充满了正能量，我希望也能有一个，更希望全
世界青少年都能有一个。”

赵卫东说，对于“一墩难求”的问题，北京冬
奥组委正在抓紧协调，加大供应。“另外我们也想
提醒大家，除了关注冰墩墩之外，还要关注雪容
融哦。”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介绍
说，由于需求的集中爆发，加上各工厂的工人师
傅还在春节假期，目前出现了部分产品，特别是
冰墩墩特许商品暂时不容易买到的情况，北京冬
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高度重视，已和各生产企业进
行了沟通，待工厂开工后，采取积极措施推进产
品生产，将会有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到市场。

朴学东说，天猫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每天
均会有部分冰墩墩产品上架销售，同时，还会预
售部分款式的冰墩墩产品，并将推出春节纪念款
冰墩墩，很快会在天猫旗舰店进行预售，欢迎大
家选购。

“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等零售店，
将采取限购措施，以使更多人近期能够买到吉祥
物特许商品。”朴学东说，“北京冬奥组委已经推
出16个大类、5000余款特许商品，这些特许商品
同样值得广大消费者关注。同时，北京冬奥会的
特许商品，将至少持续销售到今年6月底，可以满
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2月6日拍摄的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的
冰墩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