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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双奥之城新气象——2022中外媒体北京行”城市采访活
动来到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160余名中外媒体记者
走进中华文化殿堂，饱览艺术瑰宝。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中外记者探新馆 饱览艺术瑰宝

没能呈现完整的阿克塞尔四周跳，无缘冬奥三连冠

羽生结弦：
无法达成的目标才是我的目标

拖着冰冻的身躯，
赵嘉文奋力挥舞着雪仗，滑过
终点……身后，雪板与赛道摩擦形成的雪
辙在夜灯的照耀下愈发清晰、耀眼。

总排名第43位！虽然在激烈的北欧
两项竞争中，这一成绩略显平庸，但已实
现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新突破。对
于年仅21岁的赵嘉文而言，跨过终点的
那一刻，就已经超越了自我，他为中国冰
雪在未来的冬奥征程中迈出崭新一步！

自1924年首届冬奥会设项开始，北
欧两项便被公认为最难的冬季项目之
一。胆量、技术、体能、耐力等要素缺一不
可，而对于起步晚、基础弱的中国北欧两
项来说，跻身冬奥会更是一次历史性的跨
越和鞭策。

为了迎接北京冬奥会，中国在2016
年底成立了北欧两项国家队，开始在不断
探索和打磨中寻求突破。而这一进程却
十分艰难，从建队初期的20名队员，到最
后仅剩5名，项目开展的难度和艰苦程度
可想而知。

没有经验，他们就远渡重洋，到先进
国家取经；没有专业装备，就用高山滑雪
的雪鞋和雪板来替代……而对于建队初
期仅有越野滑雪基础的队员们来讲，如何

克服从高处一
跃而下的恐惧感难上加难。

以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为例，大跳台和标准台落差分别约为
136米和115米，对于没有参加过相应训
练的普通人，仅仅走到台上都会双腿发软。

“我很想跳，但到了起跳点的位置，身
体就是动不了。”赵嘉文回忆起早期练习
项目情景时曾说。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坚
持到底，秘诀就是“和自己死磕”。

克服恐惧、打磨技术、加时加练……在
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和日复一日地自我磨
砺中，年轻的赵嘉文成为中国北欧两项的
佼佼者。在相继收获二青会冠军和全国冠
军赛冠军后，这一次，他如愿站上了冬奥舞
台，完成了中国北欧两项的“冬奥首秀”。

“在自己家门口出战，这种感觉既兴
奋又充实！”赵嘉文说，他相信“功夫不负
有心人”，如果四年之后能再战冬奥，一定
能实现更大的突破。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0日电 记
者周万鹏 秦婧）

2月10日，羽生结弦在比赛中摔倒。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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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
倪侃：

鉴于你长时间以来无故拒不履行岗位职责，不服从公司的工作
安排，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决定撤销你的一切职务，撤回对你的所
有授权，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21年12月22日将上述决定在公司工

作群发布，由于你拒不按要求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现公司再次登
报通知你公司的上述决定。自通知发布之日起，你与公司不再存在
任何关系，不得再以公司人员名义实施任何行为。

望你自本通知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移交持
有的公司物品。逾期公司有权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海南明星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日

——“我现在虽然没有孩子，但是等我有了
孩子，要让他在 11 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滑雪。”徐
梦桃说。

背景：10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结束后，获得银牌的徐梦桃
在混合采访区对新华社记者说。

点评：期待！萌宝这是在人生起跑线上“抢
跑”了啊！

——“在家门口的冬奥会上，代表祖国展现了
这样的精神面貌，感受非常美妙。虽然出现了一
个小失误，但今天肯定是自己战胜了自己。”金博
洋说。

背景：10日进行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
单人滑自由滑比赛中，金博洋完成全部7个跳跃
动作中的6个。最终以179.45分刷新了自己在四
天前创下的自由滑个人赛季纪录，以总分270.43
分排名第9。

点评：金博洋，明天会更好。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秦婧 李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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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长回应苏翊鸣坡障决赛打分争议：

当发现裁决与事实不符
一切已太晚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0日电（记者卢星
吉 郑直）执裁苏翊鸣参加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裁判长伊兹托克·舒马蒂
奇近日在接受一个单板滑雪专业网站采访时表示，
现场裁决确有瑕疵，但他们只能根据即时所见的画
面做判断。当发现裁决与事实不符，一切已太晚。

在2月7日的决赛中，苏翊鸣凭借第二滑的
88.70分摘银，取得中国单板滑雪运动的历史性突
破。获得金牌的则是加拿大选手马克斯·帕罗特，
他的最高分90.96分同样来自第二滑。

不过，裁判组对于帕罗特第二滑时跳台动作
的判断和打分却在单板爱好者中引发争议。

比赛现场的实时打分公报系统以及国际雪联
网站数据均显示，在决赛第二趟滑行中，帕罗特在
得到9.35分的超高分。但在观看了电视转播的
慢速回放画面后，不少单板爱好者发现帕罗特实
际没有完成抓板，只是把双手靠在了膝盖上，因此
认为他不应获得上述高分。

在经历持续数日的争议后，本场比赛裁判长
舒马蒂奇通过一家单板滑雪专业网站回应道：“从
当时裁判得到的镜头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帕罗
特确实做到了抓板，并且这是一个完成度良好的
1620动作。”

这位资深单板裁判说：“当我们看到（反映帕
罗特并没有真正抓板的）电视画面时，一切已经太
晚了，成绩已经被录入，打分流程已经完成了。”

舒马蒂奇承认，在单板比赛执裁历史中，并非
没有裁判要求回放画面、研判选手动作的先例：

“是的，我们确实有这个权力，这只是在认为可能
有（评分）错误发生时。”

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在当日的决赛中请求回
放，舒马蒂奇第三次强调道：“裁判根据自己看到的画
面给分，并且当时我们对自己的评判都很有把握。”

国际奥委会：

花滑团体赛“法律问题”
仍在研究中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姬烨 董意
行）国际奥委会10日表示，与北京冬奥会花样滑
冰团体赛有关的“法律问题”仍在研究中。

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7日决出该项目首
金，俄罗斯奥委会队夺得团体赛冠军，美国队和日
本队分获银牌和铜牌。不过，本应于8日晚在北
京赛区颁奖广场举行的颁奖仪式却因故延期。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9日称，花滑
团体赛颁奖仪式推迟是因为“法律问题”，但未透
露具体原因。在10日的发布会上，他表示这一

“法律问题”仍在研究解决中，同时拒绝对传言的
兴奋剂问题进行评论。

“因为这是一个正在研究中的法律问题，所以
我目前不适合进行过多评论。请大家耐心等待，
调查会有结果。相关各方正在全力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也希望相关运动员能理解，因为这是一个
法律问题。”亚当斯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王妍 王春燕 乐文婉）10日结束的北京
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比赛中，日
本名将羽生结弦未能完成在正式比赛中
呈现史上第一个完整的阿克塞尔四周
（4A）跳跃的夙愿，没能实现冬奥会三连
冠的壮举，以第四名的成绩结束自己的
第三届冬奥会。

冠军归属美国选手陈巍。中国名
将金博洋的自由滑成绩创个人赛季最
佳，最终获得第九名。冠军归属美国选
手陈巍。

羽生结弦今天在比赛开场即用上了
阿克塞尔四周跳动作，可惜因周数不足
落冰摔倒。比赛结束后，羽生结弦长时
间向赛场四周的观众鞠躬致敬，随后又
向冰面深深鞠躬并抚摸了冰面。

羽生结弦对记者说：“不可否认我心
里是有遗憾的。在今天的赛场上，虽然
还差一点，但我拼尽了全力去实现阿克
塞尔四周跳，也许还可以做到更好、也许
所有的努力没有回报，但对我而言，这是
一届充满尊严的冬奥会，我为之骄傲。”

他说：“我当然知道零失误是很重要

的，可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有前半段的失
误让我把《天与地》的故事表现得更完
整。我认为自己在这次冬奥会上的表现
优于上届，不知道是否符合大家的期待，
但我只想对一路走来始终支持我的人由
衷说声谢谢。”

当有记者问他今后是否考虑继续挑
战阿克塞尔四周跳，羽生结弦回答说：“目
前还不太清楚，请再多给我一些时间。”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最后会抚摸冰
面，他说：“当我低下头看到冰时，感谢等
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不由自主地想去
抚摸它。”

据日本媒体报道，羽生结弦如果
选择稳妥的话，北京冬奥会上实现
三连冠大有希望，但他对阿克
塞尔四周跳有执念，一直想
要在赛场上挑战并完成这
个动作。他曾说“作为
一名花滑选手，想赌
上人生的梦想，无
法达成的目标
才是我的
目标”。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参加北
京冬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
会忠10日接受媒体书面采访时表示，
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中国代表团的表
现整体符合预期。

倪会忠称，中国代表团在前5个比
赛日取得了3金2银的优异成绩，创造
了开幕后首日夺金、多个项目赢得奖

牌、实现首次参赛等历史性突破。与此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新时代中国
运动员在冬奥会赛场上与世界最高水
平的运动员们切磋技艺、超越自我，展
现出了顽强拼搏、勇于挑战的意志品质
和开放自信、团结包容的精神风貌。

倪会忠认为，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目前开局顺利。同时，也应清醒

地看到，北京冬奥会109个小项中，很
多小项我们和世界最高水平还有较大
差距，赛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后续比赛
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抱着顽强
拼搏、虚心学习、勇于挑战自我
的态度，积极展现新时代中
华体育健儿的精神风貌和
竞技水平。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

中国代表团表现整体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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