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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今日直播

CCTV-5

09：30 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决赛
11：00 花样滑冰男单自由滑
14：00 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决赛
19：00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
21：30 雪橇团体接力决赛

CCTV-5+

09：00 冰壶女子循环赛 丹麦vs中国
14：05 冰壶男子循环赛 中国VS俄罗斯奥运队
20：00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
21：10 男子冰球小组赛 美国VS中国

CCTV-16

10：30 高山滑雪男子全能之滑降
14：25 高山滑雪男子全能之回转
20：05 冰壶女子循环赛中国VS瑞士

陵水提蒙乡远景村举办寒假
“素质拓展冬令营”

冬奥知识走进乡村课堂
“‘冰墩墩’实在是太可爱了，今年冬奥会前

三名运动员还能拥有专属定制的‘金色墩墩’
呢！”2月9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远景村
举办的“素质拓展冬令营”课堂上，小学五年级
学生谢秀贝兴奋地说道。作为今年冬奥会的“铁
杆”关注者，老师在课堂上播放的中国夺冠视频
让她激动不已。

据了解，为了让孩子们的寒假生活过得更有
意思、更有意义，远景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远景村
村委会共同举办了“素质拓展冬令营”。

如今正值冬奥会期间，为了让孩子们加深对
冬奥会的了解，感受奥林匹克精神，理解奥林匹克
文化，走进冰雪运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刘荣在
结束了当天的科学实验体验课之后，还为孩子们
带来了生动的冬奥知识讲解。

刘荣抛出了几个热身问题后，台下抢答声不
断。谷爱凌的夺金时刻更是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虽然我生活在热带，但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尝试一
下滑雪这样刺激的运动。”小学六年级学生梁其富
与海南日报记者分享着他的感受。

这样的课堂氛围也让刘荣倍感欣慰，她表示，
接下来还将在冬令营课堂上开展冰雪知识竞猜问
答等活动，进一步激发孩子们对冰雪运动和科学
知识的热情，以实际行动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
油助威。

记者王迎春（本报椰林2月9日电）

本报北京2月9日电（特派记者
刘冀冀 周达延 袁琛）“啪……呲
……”随着脆响的声音，在光滑的冰
面上，黑色的圆形冰球划出去老远，
发出清晰摩擦声。2月7日下午，在
北京海淀区金沟河的冰面上，上百名
北京市民、游客汇聚于此，沉浸式感
受冰上运动的无尽乐趣。

北方的冬季，河面、湖面结冰后
形成的天然冰场，空气清新、视野开
阔，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

打冰球、学滑冰、赛速滑、玩滑冰
车……约百米的冰面被自然划分成
了多个滑冰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
无论是四五岁的孩童，还是满头银发
的老者，都能在天然冰场里玩得不亦
乐乎。远远望去，原本银白色的冰面
被点缀成了色彩缤纷的冬日画卷，在
夕阳的余晖中舒展开来。

据介绍，金沟河是永定河的一条
引水渠，秋冬季节水深仅几十厘米，
非常安全。每年的冰冻期长达2个

多月，向市民开放，成为公众户外滑
冰的绝佳场所。

“今年练习滑冰的小朋友明显比
以前增加了许多。”在冰球区域，手持
冰球棒，仅穿着单薄毛衣的俞锦格
外惹眼。娴熟连贯的动作让人很难
相信他已经58岁，从20岁开始打冰
球的他，几乎每年冬天都会在户外
冰场与同伴练习。“冬奥会的浓郁气
氛带火了冰雪运动，今年的金沟河非
常热闹，几乎每天得有上千人来滑
冰。”他说。

天然的冰上乐园不仅吸引了滑
冰爱好者，更“种”下了无数的冰雪
梦想。

“我喜欢滑冰！”8岁的北京女孩
王嘉一头一回体验滑冰，就摔了个屁
股蹲儿，她拉着教练一把站起来后，
又转头缓缓滑入冰场。

看着女儿兴致盎然，一旁的杨女
士告诉记者，冬奥会期间北京刮起了
冰雪运动风。谷爱凌夺冠的消息刷
屏后，自己颇受启发，想借冰雪运动
火爆的契机培养孩子的爱好和特
长。“可别小看天然冰场，金沟河就出
现过王晔这样的名将。”

北京：天然冰场演绎冬季运动“热”

2月9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金沟河，户外冰场吸引不少运动爱好者参加。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姬
烨 汪涌）在9日的北京冬奥会新闻发
布会上，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续发
展总监玛丽·萨鲁瓦为北京“双奥场
馆”点赞，认为这种场馆利用模式，汇集
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的优点。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赛后利用是
一个世界性难题，北京冬奥会使用了
多个2008年奥运会场馆，国家体育
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五棵
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等夏奥场馆
变身冬奥场馆。而新建场馆也从一开

始就充分考虑赛后利用需求。
萨鲁瓦认为，这种场馆利用模式

为未来的奥运会提供了借鉴，也为场
馆长期运行提供了方案。“所有冬奥场
馆都有多种用途，可以办比赛、训练，
也可以办文化活动，一些还可以冬夏

两用。场馆功能针对不同人群、涵盖
多种活动，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到长期
使用”。

她总结道，北京冬奥会场馆利用
的模板，可以说汇集了往届奥运会在
可持续方面的优点。

国际奥委会点赞“双奥场馆”：

汇集奥运可持续的优点
中国雪上冲击两金
羽生能否绝地反击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张泽伟 王恒志）
北京冬奥会将在10日决出8枚金牌，中国军团有望在
其中的两个雪上项目中冲金，分别是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混合团体和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
目，涌现了不少优秀运动员，从郭丹丹、李妮娜、韩
晓鹏到如今的徐梦桃、贾宗洋、齐广璞。空中技巧
混合团体是北京冬奥会新增的项目，中国队具有
整体优势，自然希望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同样是中国队的
冲金点。三名中国选手蔡雪桐、刘佳宇、邱冷闯入
了10日的决赛，其中，七获世界杯总冠军的蔡雪
桐以资格赛第三名的身份晋级。

花样滑冰赛场将决出男子单人滑金牌。在此
前结束的短节目中，中国名将金博洋和夺冠呼
声最高的日本明星羽生结弦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失误，分别暂列第11位和第八位。10
日的自由滑，金博洋希望超水平发挥，争
取更好名次。而羽生结弦要想绝地反
击、实现冬奥会男子单人滑三连冠伟业，
除了要成功挑战阿克塞尔四周跳外，还
要看排在他前面的对手的发挥。

高山滑雪赛场将决出男子全能
金牌，徐铭甫、张洋铭填补了中国
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参赛空白。

当天另外三枚金牌将在单板
滑雪男子障碍追逐、越野滑雪

女子10公里（传统技术）、
速度滑冰女子5000

米中产生。

冰雪论道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宛如飞燕翱
翔在北京延庆小海陀山上，站在山
脊之上，妫水河美景尽收眼底。但
对孔凡影来说，站在“雪飞燕”的赛
道上，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在祖国的
赛道上顺利滑下去，让中国运动员
的名字出现在完赛名单中。

9日，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
回转比赛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
孔凡影顺利完成两轮滑行，以2分11
秒95的成绩获得第47名。与4年前
在平昌冬奥会上未能完赛相比，孔凡
影这次在家门口的表现，让自己感到
十分满意，“我觉得我自己尽全力去
比了，无怨无悔了”。

高山滑雪向来以难度大、观赏
性强著称，也因此被称作冬奥会“皇
冠上的明珠”。但中国选手在高山
滑雪项目上的成绩不太理想。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王桂珍在女子
回转中取得的第18名仍是目前中
国选手在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

过去三届冬奥会，中国选手在
女子回转中均未能完赛。孔凡影此
次虽顺利完赛，但成绩仍与冠军斯
洛伐克名将佩特拉·弗洛娃有着20
多秒的差距。“跟高手之间的差距肯
定是有，但她们不是遥不可及的。
虽然这届不行，但相信总有一届会
超越她们。”

这位来自黑龙江的姑娘，骨子里
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些高手
们比完世界杯之后，一年还有好多站
比赛，好多国家（地区）的场地她们都
去滑。我们中国队之前局限比较大，
参加不了世界杯，没法去更多的
场地练习，起步也晚，但我觉
得肯定会有超越她们的
一天。”

从小练习滑雪的孔
凡影称自己与这个项目已
经融为一体，只要有机会，就
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训练、提
升自己。

北京申冬奥成功之后，中国高
山滑雪才开始开展速度项目的训
练，即男、女滑降和超级大回转项
目。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相
信孔凡影的未来，中国高山滑雪的
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据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9日
电 记者卢羡婷 王沁鸥）

“只要努力，总会有超越！”
——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孔凡影雪山上的誓言

透过“冰墩墩”，感受可爱的中国
《“我必须有一个！”吉祥物商品

受到争抢》《从领奖台到观众看台，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无处不
在》……英国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等外媒近日不约而同报道北
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走红。

“冰墩墩”不仅在国内引爆购买热
潮，导致“一墩难求”，也打动了世界
各国民众的心，成为海外朋友关注
冬奥、感知中国的最新纽带。

“冰墩墩”何以“征服”世界？“‘冰
墩墩’可爱幽默，充满了正能量”“‘冰
墩墩’看起来就像一只大熊猫刚刚在
雪 地 里 打 过 滚 ，看 起 来 十 分 有
趣”……包括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
行主任杜比等海内外人士如此表示。

“冰墩墩”的设计将憨态可掬的
中国“国宝”大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
相结合，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
代科技的特点。它将活泼与敦厚融
为一体，令人感受到纯洁和力量，象
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坚韧的意志和鼓
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了拥
抱创新和未来等时代价值。“冰墩
墩”身上展现的美好品质，引起了中
外共通的情感共鸣。

“冰墩墩”以体现中国美学的造
型设计赢得人心，展现的也是中国
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是冬奥会吉
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整个北京
冬奥会在诸多场合展现出的中国文
化风采，都给海内外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从开幕式上诗画交融的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充满中国美学意趣
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场景，到冬
奥会会徽、奖牌、场馆等系列设计，
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拥抱时代的创新精神。民族的就是
世界的，中国文化的雅致与亲和，在
润物无声中呈现在世界面前。

“冰墩墩”走红的背后，是一个
给世界带来信心和鼓舞的中国。在
疫情挑战下，中国如期献上一场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选手们得
以尽情绽放运动风采，各国体育迷
们可以尽情分享观赛欢乐。在疫情
的阴霾下，这样的欢乐已经久违。“冰
墩墩”走红的背后，是一个促进世界
和谐与团结的中国。美国运动员特
莎·莫德为冬奥志愿者们的热心而
感动落泪，很多运动员说“非常享受
和感谢在中国遇到的一切”。无论
是举办北京冬奥会，还是携手各方
抗疫，中国始终如一推动世界各国
合作发展，始终致力于共同进步。

可爱的“冰墩墩”，是可爱中国
的一个缩影。通过冬奥会，世界各
国愈发感受到一个传统与现代水乳
交融的中国，一个自立自强同时又
热情拥抱世界的中国，一个更加坚
定自信、从容大气的中国。衷心希
望，以冬奥会为契机，更多的外国朋
友走近中国，感知真实中国，增进彼
此了解，携手迈向未来。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记者
高文成） 本报张家口2月9日电（特派记

者赵优 蔡曼良）寒冬时节，河北省张
家口市尚义县红土梁镇的积雪还未消
融。山岭间，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列，颇
为壮观。走进大棚里，一片绿意盎然，
油绿茂盛的秧苗里点缀着一颗颗色泽
饱满、红艳动人的草莓，香气扑鼻。

几年前，尚义县还是国家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闫振军祖祖辈辈都
以种谷子、黍子、土豆为生。那时候，
尚义县有1385户贫困户，2644名贫
困人口。

“我们的草莓被列为供应2022年
冬奥会的指定产品，国内外的嘉宾和运
动员也能吃到咱们尚义县的水果了！”

61岁的大阳坡村民闫振军话语间满是
骄傲和自豪。2020年，他就靠着这红
彤彤的草莓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尚义县
抢抓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北京市对
口支援重大战略机遇，与北京昌平
区共同谋划、建设了尚义县草莓种
苗繁育基地，并由全国知名草莓苗
繁育和鲜果生产企业——北京万德
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租并
管理经营。

2019年，闫振军成为第一批来到
草莓产业园务工的贫困户，“政府引进
的项目，我们信任得很。只要肯干，不
愁没出路。”闫振军和村民们干得热火

朝天，一年下来至少能挣2万多元。
只一年时间，闫振军和老乡就脱了贫。

面对尚义草莓上北京冬奥会餐桌
这一机会，大家伙十分珍惜。几个月
来，李伟斌和村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
油干，在生产上更是精益求精。

目前，尚义县已建成草莓育苗大
棚和生产大棚共528个，年产商品苗
2000 万株、原种苗 200 万株、鲜果
100吨，建成了集种苗繁育、鲜果生
产、冷链物流、产品加工、休闲采摘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如今，闫振军也成了草莓栽种的
行家里手，为今后发展草莓种植，实
现自主创业奔小康奠定了基础。

张家口市尚义县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见成效

脱贫“果”登上冬奥餐桌

2 月 9
日，北京冬
奥 会 吉 祥
物”冰墩墩”
出现在看台
上，吸引观
众合影。

新华社发

2月9日，中国选手孔凡影在高
山滑雪女子回转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