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TV-5

09：30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13：00 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

14：30 速度滑冰团体追逐赛

18：00 花样滑冰女单短节目等

18：47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资格赛

CCTV-5+

09：00 冰壶男子循环赛 中国VS加拿大

14：05 冰壶女子循环赛 俄罗斯VS中国

20：05 冰壶男子循环赛 挪威VS中国

CCTV-16

11：00 高山滑雪女子滑降

16：00 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

21：20 冰球男子复赛 加拿大VS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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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朱超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
日表示，北京冬奥会彰显的团结、合
作和希望正在为世界各国注入信心
和力量。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奥
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宣布北京冬奥会
已成为迄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
会，而且已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吸引超

20亿人关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这两天，很多外国媒体都以‘冬

奥收视率新高’为题报道北京冬奥
会。”汪文斌说，赛事收视率在欧美一
些冬奥强国成倍增长甚至打破纪录，
在常年不见冰雪的热带国家，也有很
多人关注北京冬奥会。“这说明，尽管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但是冰雪运
动带来的激情、欢乐和友谊仍然为全

球人民共享，北京冬奥会彰显的团结、
合作和希望正在为世界各国注入信心
和力量。”

汪文斌说，多国奥委会负责人和
体育界人士都表示，运动员们在赛场
上竞争，赛后拥抱、致意，这是一种美
好的场景。“世界各国人民为冬奥喝
彩，为北京加油，一起向未来，这正是
奥林匹克精神的充分体现。”

日本媒体近日晒出65名东京奥
运会和残奥会志愿者对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志愿者的祝福寄语照片，祝
福语包括“不光加油，也别忘了享受快
乐”“全都会成为回忆，不要留有遗憾”
等。汪文斌说，中方对这些美好的祝
福表示感谢。

他说，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
都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举办的体育盛

会。在这一全球性挑战下，人类团结
合作、共筑友谊、一并点燃希望火炬的
举动更显得弥足珍贵。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很多
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与志愿者们结下
深厚情谊的感人故事。”汪文斌说，“北
京冬奥会上这些闪耀着人类团结精神
的瞬间，将会成为人们心中永远温暖
的美好回忆。”

外交部：

北京冬奥会为世界各国注入信心和力量

据新华社北
京2月14日电（记者
赵建通 高萌）14日，在北
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
台资格赛中，前不久刚创历史摘
得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中国选手苏
翊鸣成功晋级决赛，摘得坡障项目金
牌的加拿大人马克斯·帕罗特名列资
格赛第一。

2004年出生的苏翊鸣是所有
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三跳中两个
最好的成绩相加后，取前12名晋级
决赛。

第一跳，第八个出场的苏翊鸣成
功做出转体1800度的动作，稳稳落
地后，取得整场比赛单跳最高的
92.50分。

第二跳，苏翊鸣选择站上出发
区最高点，做出转体 1440度的动
作，落地时手触雪，拿到62.75分。

“抗癌战士”帕罗特凭借转体1620
度动作，拿到第二轮次的最高分。

第三跳，日本选手大冢健用一个
三周偏轴转体1800度拿到91.50的
高分。苏翊鸣在第三跳同样出现了
落地失误的情况，仅拿到28.00分，
最终资格赛位列第五。

“（第三跳落地失误）是技术上的
一些问题，晚上会去找出问题，包括一
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明天才是最关键
的，希望在明天可以把我想要做的动
作都完整地表现出来。”苏翊鸣说。

对于许多网友担心他有没有受
伤的问题，他表示，落地时只是用手
扶了下地，身体没有不适，“非常感
谢大家的关心，也请大家放心，明天
决赛会更加努力冲刺”！

根据赛程安排，北京冬奥会单板
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将在15日下午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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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是迄今女性
参赛比例最高的冬奥会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姬烨 吴书
光）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在14日的例行发
布会上介绍说，北京冬奥会是迄今女性参赛比例
最高、参与项目最多的冬奥会。

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表示，
北京冬奥会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达45.4%，全
部109个小项中有女性运动员参与的项目占比
53%。他说：“鼓励更多女性运动员参与，是国
际奥委会的重要战略。我们与国际单项体育组
织、国家（地区）奥委会、转播商和奥林匹克转
播服务公司密切合作，在很多细微之处推动性
别平等。比如跳台滑雪的第一枚金牌就出自女
子比赛，其中出了很多标志性画面。”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介绍说，北
京冬奥会新增项目充分考虑女性运动员平等参赛
的问题，新增的7个小项中，2个为女子单项，4个
为混合团体项目，仅有1个为男子单项，充分体现
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关于“推动运动中的性
别平等”的理念。

严家蓉还说，为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北京冬
奥组委工作人员中女性员工比例不低于40%，女
性志愿者比例不低于50%，并加强对女性同仁的
保障，保证相同岗位女性和男性同仁有平等的工
资薪酬等。同时，为女性运动员和涉奥人员提供
安全的体育环境，比如在三个冬奥村的综合诊所
专门设置女性诊疗室和治疗室，配备专业妇科医
师，为女性涉奥人员提供服务。此外，实施中小学
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为男女学生提供平等参与冰
雪运动的机会。

前来出席发布会的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
会主席杨扬说，运动员委员会总共19名委员中
14人是女性，而总共11名赛事经理中7人是女
性。“冬奥会截至目前一切顺利，女性在保障赛事
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为她们感到骄傲。”

俄罗斯奥委会花滑选手瓦利耶娃

获准继续参加北京冬奥会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姬烨 马向

菲 董意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14日宣布驳回国
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滑联的上诉，
决定允许俄罗斯奥委会队的花滑选手瓦利耶娃继
续参加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7日决出该项目首
金，年仅15岁的瓦利耶娃帮助俄罗斯奥委会队夺
得团体赛冠军。不过，本应于8日晚举行的颁奖
仪式却因故延期。

11日，受国际奥委会委托负责奥运兴奋剂检查
的国际检查机构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
在去年12月25日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罗
斯花滑锦标赛中采集了瓦利耶娃检测样本，并送
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证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实验
室检测。今年2月8日，也就是在北京冬奥会花滑
团体赛结束之后第二天，瑞典斯德哥尔摩实验室
报告称瓦利耶娃的样本呈曲美他嗪阳性，该运动员
立即遭到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临时禁赛。

瓦利耶娃2月9日向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纪
律委员会提起上诉。在当天召开的听证会上，该
机构纪律委员会决定取消对瓦利耶娃的临时禁
赛，允许她继续参加北京冬奥会。随后，国际奥委
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滑联均向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提起上诉，质疑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作出
的撤销临时禁赛的决定。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于2月13日晚8点34分
在其北京的临时办公室召开视频听证会，会议持
续到2月14日凌晨2点10分。参会人员包括国
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滑联、俄罗斯
反兴奋剂机构、俄罗斯奥委会相关代表，以及运动
员本人瓦利耶娃。

14日下午2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基
于本案非常有限的事实，在考虑相关法律问题后，
决定不对瓦利耶娃进行临时禁赛。

瓦利耶娃将于15日参加冬奥会花滑女单短
节目比赛。

今日看点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张泽
伟 王恒志）15日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
运动健儿将继续在北京冬奥会上为梦想而
战。当天将产生9枚金牌，中国选手将参
与多个项目角逐，其中包括超级新星谷爱
凌和苏翊鸣。

年轻的谷爱凌有很多梦想，在拿下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后，她的目标就是15
日的坡面障碍技巧决赛。虽然在这个项目中
有不少强劲对手，包括资格赛第一的爱沙尼
亚选手凯莉·西尔达鲁，但谷爱凌乐观自信，

属于比赛型选手，届时一定会拿出自己的高
难度动作，在云顶赛场继续冲金。

即将18岁的苏翊鸣同样拥有一颗“冠
军的心”。这位手握一枚银牌、创造了中国
男子单板奥运最好成绩的年轻滑手，希望
在15日的男子大跳台中站上最高领奖台，
书写中国单板新篇章。14日的资格赛中，
苏翊鸣先声夺人，在第一跳中跳出全场最
高的92.50分，但后两跳出现不同程度的失
误，最终资格赛排第五。不过决赛才是最
关键的，苏翊鸣表示，将努力冲刺，将自己
的动作完美呈现出来。

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也将决出金牌。
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小将荣格能闯进决赛，
已经创造了历史。希望决赛中她能如自己
所言——尽全力，放开了玩，做到最好！

当天其他几项决赛中，中国选手的目

标也是赛出风格和水平，赵嘉文将在北欧
两项跳台滑雪大跳台/越野滑雪10公里中
努力突破自我，孔凡影将在高山滑雪女子
滑降中与高手过招，孙楷智车队和李纯键
车队力争在男子双人雪车中赛出最好水
平，中国队也将在冬季两项男子4×7.5公
里接力中奋勇争先。

其他比赛中，中国选手朱易将在花样
滑冰女子单人滑短节目中登场；贾宗洋、齐广
璞将领衔出战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资格
赛；中国男子冰壶队将先后迎战加拿大队、挪
威队，中国女子冰壶队将挑战俄罗斯奥委会
队；中国男子冰球队将迎战加拿大队。

另外，速度滑冰项目将在“冰丝带”产
生女子团体追逐和男子团体追逐两枚金
牌，中国队都没能进入这两项的半决赛，但
仍将争取更好名次。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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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吃起韭菜盒子以资
格赛

第三晋级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14日上午，因大雪
推迟一天的北京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
格赛在云顶滑雪公园打响，中国选

手谷爱凌凭借第二跳的出色发挥，得到
79.38分，以资格赛第三的成绩轻松晋级次

日决赛。
确保晋级后，谷爱凌向混采区走来了。

等等，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她好像在等待成
绩时就吃了几口什么食物？

在14日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
技巧资格赛中，现场记者们着实为第一滑发挥一般的谷

爱凌捏了把汗。她的排名一度挂在第11位，要知道，只有
前12名的选手才能晋级决赛。

谷爱凌用流畅的第二滑拯救了自己。看到她一手提着
雪板，一手拿着雪杖和食物，步伐匆匆地走进混采区时，刚长
舒一口气的记者们立刻躁动了起来。

数十支话筒和手机，正欲指向这名刚刚在首钢滑雪大跳台
为中国雪上运动创造历史的运动员，但她礼貌地婉拒了采访。

“不好意思，我今早喝了杯咖啡就来比坡障资格赛了，现在
我要赶紧补充点能量，因为我马上就得去旁边的U槽（U型场地）
接着参加训练。”

说罢，她又继续向前走去。身后有记者大喊道：“爱凌，你吃
的什么呀？”

“韭菜盒子！”这名18岁的运动员转过身来，得体地回答道。
紧接着，她就继续匆忙向围栏外走去。

不一会儿，谷爱凌的身影便出现在通往U槽顶端的拖牵上，
她甚至没有换下方才比赛时身穿的3号号码布。此刻，就在U槽
隔壁的场地上，包括凯莉·西尔达鲁、玛蒂尔德·格雷莫德在内的
谷爱凌的数位强劲对手，正在依次登场。

很快，她就飞翔在了U槽之上。第一趟、第二趟、第三趟训
练滑行完成了，那场对她而言已成为“过去时”的比赛，仍在进
行着……

就在我们眼前，谷爱凌完成了一次“时空平行切换”！
以往，这名18岁的姑娘在接受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

媒体采访时，都曾讲述过在车上写作业，甚至在训练和学业
同样繁忙时仍能保持很长睡眠时间的故事。

冠军、学霸、模特……媒体给她的标签和人设越
来越多，她的“多任务处理能力”愈发令人惊叹和艳
羡。但是，这也曾令采访过她的记者们疑惑——

是真的吗？
今天，谷爱凌用她的韭菜盒子，用她的

“瞬间平移”，让我们放心地竖起了大拇指。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4日电
记者卢星吉 陈地 朱青）

元宵节看谷爱凌、苏翊鸣冲金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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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爱凌在等待成绩时吃起了韭菜盒子。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瓦利耶娃在北京冬奥会花滑团体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