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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本报北京2月8日电（特派记
者刘冀冀 袁琛 周达延）“海南的骑
楼老街、火山村、儋州盐田、海瑞墓、
五公祠等汇聚起了海南丰富的文化
遗产资源。”2月8日，故宫学院院长
单霁翔现身2022北京新闻中心，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
南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和文化遗
产资源，是文化遗产大省。

作为一名文博专家，近年来单
霁翔多次来琼，并率先在“海南无古
可考”的质疑声中提出了“海南是名
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省”，他还在许
多场合都曾表示过“海南是文化遗
产大省”的看法。

“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街有
10条，海口骑楼老街便名列其中。”单
霁翔表示，独具魅力的火山村、历史悠
久的儋州盐田、海瑞墓、五公祠等各具
特色，海南的黎锦、船型屋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更是中华文化瑰宝。

与陕西、河南等诸多文博大省
相比，海南在文物等文化遗产方面
有着明显的短板。单霁翔认为，随
着今天人们对文化遗产认识变得更
加全面，海南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

的优势也显现出来。
在单霁翔看来，相比之前对静

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今大家开始
关注动态、活态的遗产保护，比如人
们生产生活的地点。“黎族人民世代
居住的船型屋、儋州古盐田以及琼
北地区极具自然地域特色的火山石
村落等都可算作是这一类型的典型
文化遗产。”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早在2019年，单霁
翔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是让其重
回人们的生活，“文化遗产本就是人
民、是社会创造的，要让它们真正回归
生活，在生活中展现出自身的魅力，人
们才会进一步去保护，而被保护的文
化遗产才是有尊严的，有尊严的文化
遗产才能够有力促进海南经济社会的
发展，以文化之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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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

海南是文化遗产大省
本报北京2月8日电（特派记

者刘冀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创意令人拍案叫绝。细数冬奥会
热词，“天才”谷爱凌、“网红”冰墩
墩你一定刷到过。在北京的大街
小巷，处处感受到的是全民参与
冬奥的热情。在不约而同的掌声
背后，是同频共振的爱国情。

2月4日晚，在北京海淀区的
华熙LIVE·五棵松的一家餐厅
里，年味儿十足，大年初四相约于
此，多半因为团聚。8时许，原本
的人声鼎沸刹那间安静下来，伴
随着雄浑的国歌声响起，餐吧里
的所有人齐齐起身，向大屏幕里
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礼毕
后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
他们多半是90后，还有一些00
后。看到五星红旗在冬奥会开幕
式上升旗的那一瞬，他们都为祖
国的强大而骄傲自豪。

作为北京西城区的网红打卡
地，华熙LIVE·五棵松这处商业
综合体的消费人群大多是新生
代。餐厅里年轻人的举动，从一

个侧面展示了当代青年对祖国的
热爱。

无独有偶，4日晚，在 2022
北京新闻中心的媒体公共工作
区域，年轻的志愿者们在为冬奥
会开幕式喝彩。来自中国传媒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城市
学院的几十名志愿者，形成了一
个方阵。他们穿着整齐的志愿
者服装，每个人手里都紧紧攥着
国旗，随着开幕式表演的高潮迭
起，不时挥舞国旗，不约而同地
鼓掌。

“感觉无比自豪，承办‘双
奥’展现出我们中国整体国力的
提升，非常令人自豪。”来自中国
地质大学的志愿者江晓澜连连
说了两个“自豪”。她对记者说，
声音因为激动而略显颤抖，“冬
奥会开幕式的惊艳呈现，得益于
祖国繁荣发展，各类人才辈出，
这是14亿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
果。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
也会努力学习工作，为祖国贡献
青年力量，就从冬奥会的志愿服
务开始。”

不约而同的掌声背后
是同频共振的爱国情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
王妍 王春燕 乐文婉）在8日进行的
北京冬奥会男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
中，志在冲击冬奥会三连冠的羽生
结弦出现失误，最终以总分95.15分
位列第八。

在8日的比赛中，日本名将羽生
结弦上演本届冬奥会首秀。他的第
一个跳跃动作后内结环四周跳跳
空，技术动作分直接为零，尽管之后
的后外点冰四周接三周跳以及阿克

塞尔三周跳顺利完成，但他最终只
得到了95.15分。

赛后，羽生结弦接受采访时说：
“今天比赛并没有紧张的感觉，直到节
目结束我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没有中断
过。最后的成绩确实有些无可奈何，
但不清楚问题出现在哪，也不知道自
己做了什么今天被冰讨厌了，看来不
能日行一善，要日行十善才行。”他还
说，“我真的很爱我的短节目音乐，我
愿意随着音乐起舞，我是在自信满满

的状态下表演的，也很享受比赛的氛
围。今天似乎不够幸运，我需要更努
力地训练来迎接后面的比赛。”

男单自由滑的比赛将于10日进
行，届时羽生结弦能否在首都体育
馆成功完成阿克塞尔四周跳，亦或
是否能绝地反击，实现冬奥会男子
单人滑三连冠的伟业，将成为当日
最大的看点。羽生结弦对记者表
示，希望在10日的比赛中能成功挑
战阿克塞尔四周跳，不留遗憾。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姬
烨 董意行）在8日的北京冬奥会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
室副主任黄春表示，目前冬奥闭环内没
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只要各方坚持行之
有效的、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今后一
段时间新冠阳性病例数将会持续下降。

黄春介绍说，2月7日00：00至
23：59，机场入境涉奥人员133人，其

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93人，其他利益
相关方40人，全天海关没有检出阳性
人员；2月7日00：00至23：59，闭环
内核酸检测总次数70524，其中运动
员及随队官员6720人，其他利益相关
方63804人，闭环内复检阳性总共6
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5人，其他
利益相关方1人。

“1月23日至2月7日，我们从注

册预开村到现在累计复检阳性是393
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占到了
40.46%，其他利益相关方占到了
59.54%。机场检出总共占了62.85%，
闭环内检出占了37.15%。”黄春说。

黄春表示，截至目前，几乎所有阳
性病例都是来华前的感染，或者说是
闭环内潜伏期内的感染。“我们也做了
一个统计，（目前）大约三分之二、也是

68%的（阳性病例）人群都已经解除了
隔离或者出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
息。目前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充分
说明我们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
是有力有效的，疫情的风险
总体可控。”黄春说。

据了解，接下来海关
机场入境人员将逐渐减
少，黄春认为海关检出的

占比阳性数量也会相应减少。黄春
说：“未来一段时间，因为存在潜伏期
内的感染，闭环累计检出阳性的占比

还会有所增加。但是只要我
们坚持行之有效的、严

格的闭环管理措施，
今后一段时间病
例数将会持续下
降。”

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闭环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短节目出现失误仅位列第八

羽生结弦：今天被冰讨厌了

2月8日，在2022北京新闻中心，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今日直播

任子威冲击三金纪录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张泽伟 王恒

志）北京冬奥会9日将决出6枚金牌，中国观众极
为关注的短道速滑项目将产生男子1500米金牌，
已经两金在手的任子威有望收获第三金，追平中
国选手单届冬奥会夺金纪录。

在紧张刺激、意外不断的短道速滑赛场，任子
威已经收获混合团体和男子1000米两枚金牌，而
1500米更是他的强项。如果能平稳闯过1/4决赛
和半决赛，他夺金的希望会非常大。当然，任子威
最大的对手依然是韩国和匈牙利选手。

如果能摘得这枚金牌，任子威就将追平前辈
王濛2010年在温哥华创造的单届冬奥会揽三金
的纪录。

跟任子威一起出战1500米的，还有两名中国
小将孙龙和张添翼。另外，9日还将进行女子
1000米预赛和女子3000米接力半决赛的争夺。

当天，北欧两项将产生首枚金牌。开幕式最
后一棒火炬手之一的赵嘉文将参加个人跳台滑雪
标准台/越野滑雪10公里的角逐。虽然不具备冲
击奖牌的实力，但作为中国北欧两项冬奥第一人，
赵嘉文的每一步都在书写历史。

书写历史的还将有彭俊越和黄叶波，两人将
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出战双人雪橇。在这个欧美
国家的强势项目上，彭俊越和黄叶波的目标是享
受“首秀”、突破自我。

当天另外三枚金牌将在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
台、高山滑雪女子回转、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中
产生。

CCTV-5

09：30 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资格赛
11：10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
12：30 单板滑雪男子U型池资格赛
14：30 北京冬奥会 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决赛
19：00 短道速滑女子男子1500米比赛等
21：13 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决赛

CCTV-5+

10：15 高山滑雪女子回转
16：40 男子冰球小组赛 俄罗斯奥运队vs瑞士
20：20 雪橇双人决赛

CCTV-16

11：00 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资格赛
16：00 北欧两项男子标准台
19：00 北欧两项男子越野滑雪
20：05 冰壶男子循环赛 中国vs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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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选手埃丝
特·莱德茨卡在比赛
中。 新华社发

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犯规频发

国际滑联驳回
韩国队和匈牙利队申诉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国际滑联于瑞士时
间7日发表声明，表示收到了来自韩国队和匈牙利
队关于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比赛的
申诉，但裁判长与视频裁判员经过反复核实，维持
原判。

针对韩国队对黄大宪在男子1000米半决赛
被罚提出的申诉，声明说，正如赛场视频屏幕所显
示的那样，黄大宪因“违规超越导致（身体）接触”
而被判罚。针对匈牙利队对刘少林在男子1000
米A组决赛中收到黄牌提出的申诉，声明指出，正
如赛场视频屏幕所显示的那样，刘少林在同一场
比赛中因两次犯规而收到一张黄牌。第一处判罚
是“在直道由内向外变道造成（身体）接触”，第二
处判罚是“在终点冲线前用手臂阻挡他人”。

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滑联总则第123条第4和
第5款，裁判确认驳回上述申诉。事实上，根据比
赛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允许对裁判员因违反任何
比赛规则而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或不取消运动员
比赛资格的决定提出申诉。

“无论上述比赛规则如何，总裁判长与视频裁
判员再次核实，维持最终裁决。”声明中说。

7日晚，男子1000米短道速滑比赛异常激烈、
犯规频发。从1/4决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几乎每
场比赛都要经过裁判的判罚才能决定名次。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8日电
（记者刘博 郑直 杨恺）8日，女子单
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在崇礼云顶
滑雪公园落幕。平昌冬奥会冠军捷
克选手莱德茨卡一路过关斩将，夺
得冠军。

决赛阶段比赛分为八分之一决
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
16名运动员晋级决赛阶段，每两名
选手“捉对厮杀”，获胜者进入下一
阶段。决赛中莱德茨卡身子一屈一
伸，手脚配合和谐，凭借稳定发挥，
战胜奥地利选手达妮埃拉·乌尔宾，
成功卫冕。

“今天所有轮次都滑得非常完
美，冲过终点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
到这是最后一轮。”莱德茨卡在赛后
兴奋地说。

26岁的莱德茨卡可以说是一位

天赋型选手。在平昌冬奥会，她同
时获得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和高山
滑雪超级大回转两项冠军。这两项
比赛尽管都是在比赛中做回转动作，
但一个是单板，一个是双板。如此跨
项参加冬奥会比赛，而且都能夺冠，
创下“雪上奇迹”。

北京冬奥会上，莱德茨卡将继
续跨项参加两项比赛。2月11日，
莱德茨卡将在延庆赛区参加高山滑
雪女子超级大回转项目。

“几天后我将参加另一个项目
的比赛，我会更换雪具，尽快切换到
高山滑雪模式，希望也能成功卫
冕。”莱德茨卡说。

如果超级大回转也卫冕成功，
莱德茨卡将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实现
两个分项双双卫冕的第一人。“雪上
奇迹”还会发生吗？

莱德茨卡赢得跨项双卫冕的首冠

“雪上奇迹”会再度发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