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CCTV-5

09：30 冰壶女子循环赛中国VS英国

14：05 冰壶男子循环赛中国VS瑞士

19：00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

20：30 短道速滑男子 5000 米接力、女子

1500米决赛

CCTV-5+

10：15 高山滑雪男子回转

15：45 冬季两项女子4x6公里接力

17：15 越野滑雪女子、男子团体短距离决赛

20：00 冰壶女子循环赛 加拿大VS中国

CCTV-16

09：30 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16：40 冰球男子1/4决赛

19：30 冰球女子铜牌赛 芬兰VS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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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新华社河北崇礼
2月15日电（记者夏亮 朱
青）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
资格赛15日晚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
公园举行，中国选手齐广璞、贾宗洋凭借第
一轮的出色表现直接晋级，王心迪、孙佳旭则
无缘决赛。

根据比赛规则，资格赛分两轮，首轮排名前六的
选手直接晋级决赛，剩余选手参加资格赛第二轮的争
夺，然后再取两轮最好成绩排名前六的选手晋级决赛。

“四朝元老”齐广璞在资格赛首轮一跳拿下127.88分的全
场最高分，随后出场的老将贾宗洋以125.67分排名第二，同样一
跳锁定决赛名额。

22岁的小将孙佳旭在此前的训练中摔伤，带伤作战的他在首轮
出现失误的情况下，第二轮拿到了110.86分，虽然最终排名第12无缘
晋级，但他对于自己首届冬奥会的表现还是感到满意。

“12日摔倒了，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我以为我的奥运就这样结束了，但
自己能够坚持到这一步，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孙佳旭说。

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王心迪首轮拿到114.60分，最终在资格赛第二轮排名
第8，遗憾无缘决赛。赛后王心迪表示，相比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这次在家门口的
比赛自己更多的享受比赛。

“享受整个为冬奥会努力的过程，而不只是比赛。在打积分赛的过程中，腿部
受伤，自己也是从低谷中再一次站起来，最终也是凭借最后一站比赛中获得冠军才拿
到了冬奥会的参赛资格，所以整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王心迪说。

谈到队友徐梦桃四届冬奥会终于如愿以偿，王心迪说：“我感觉她真的是用行动在
诠释什么叫‘努力不会白费’。”

资格赛中，俄罗斯奥委会队名将马克西姆·布罗夫表现不佳，爆冷遭淘汰。

14日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大跳台资格赛中，
荣格曾在第三轮中跳出一个力挽狂澜般的反脚外转两周

偏轴转体后空翻，并凭此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动作结束后，她伸出双臂庆祝，却因太过兴奋而没能控制

好速度，一个跟头翻出了围栏，消失在镜头中。
再出现，她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捂脸，略带害羞地把头埋

在了围栏上的积雪里。这个懵懂可爱的中国小姑娘给现场所
有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这是这位19岁小将第一次踏上冬奥会赛场，也是
她翻越人生“围栏”的一次重要旅程。作为中国首位登上冬奥
会该项目决赛赛场的运动员，荣格最终位列第五，创造历史。

荣格在资格赛赛后采访中透露，自己在比赛前几乎设想过
所有情况：“任何一个动作都有可能失误，我总是在第一跳失
利，然后压力很大，接着就会影响后面的比赛。”

而墨菲定律，又好像总是会在关键时刻应验。
决赛日，第一跳。
似乎是为了打破某种无形的桎梏，荣格一上来就挑战了

一组自己在大赛中做过的最高难度动作——外转两周偏轴转
体1080度抓板。

起跳、腾空。落地的一瞬间，她失去了重心，上半身触地。
不一会，分数出现在了大屏幕上：29分。
全场惋惜。她冲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为自己打气。
第二跳，一模一样的动作，再次挑战。
根据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的规则，最终成绩由三跳中

分数较高的两跳相加得出，而这两跳动作必须不同。于是，这
完全一样的一跳，意味着她彻底放弃了第一轮的成绩，回到起
点，一切重新开始。

和教练佐藤击掌后，她开始加速俯冲。吸取了第一跳的
教训，这一次，荣格滑得更快也飞得更高，给自己留出了更久
的腾空时间。

动作完整，落地轻盈，挑战成功！85.75分，全场第四。
“我当时想，反正已经进了决赛，我既然代表中国参加

冬奥会，就想让世界看到中国运动员也能做到这样高难度
的动作。”

第三跳，荣格以一个优秀的900度空翻转体动作获得了
74.25分，以总成绩160.00分为中国队拿到第五名的历史最好
成绩。

站在第一次冬奥旅程的终点，这位小将回顾了过往两周
的经历，总结出自己最大的收获：“以前做不好动作的时候总
是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这次冬奥会有在学调整心态，好好
享受、放开玩。”

虽然最终没能站上领奖台，但仍有一些极为珍贵的东西，
让这个还没受到太多关注的小女孩在赛场上闪闪发光。

突破内心的藩篱，挑战自我的极限。翻越那道“围栏”，去
尝试，去挑战，去恣意挥洒，享受腾空的每一个瞬间。对于一
个19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更令
人艳羡。

“我很满意这次自己的表现，没有遗憾。我还年轻，以后
还有很多机会。”比赛结束，在拥挤的混采区里，那个曾经预想
过每一种失败的女孩自信地说。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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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月飞翔
2月15日，元宵佳节，一轮圆月映照张家

口云顶滑雪公园，各国选手抓紧时间进行自
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资格赛的赛前训练。

左图为中国选手贾宗洋在赛前训练。
下图为中国选手齐广璞在赛前训练。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
王春燕 乐文婉）随着北京冬奥会渐入
佳境，来参赛的外国运动员们对场馆、
赛道、饮食、服务等各个方面开启了

“花式夸夸夸”模式。毕竟，令他们印
象深刻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一个“好”
字显然不太够用了。

——准时召开，太好了！
北京冬奥会的特殊之处在于，这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
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对于备战
四年的运动健儿来说，这一盛会的如
期召开意义非凡。

“冬奥会能够如期召开，我真是
太感恩了。在北京，我觉得超级安
全。”美国冰壶混双队员维多利亚·珀
辛格说。

“北京冬奥会召开的环境颇具挑
战性，但能如期举办，对此我很感激。”
27岁的日本速滑选手高木美帆获得
北京冬奥会速滑女子1500米和500
米两个项目的银牌。

——绝佳的赛场，太好了！
“看到这个场地，我们都很兴奋。

滑起来就像过山车似的，我们真的很
享受这个过程。”美国冬季两项女选手
乔安妮·里德说。

“作为长距离选手，我们很喜欢这
里的冰面。”加拿大速度滑冰选手伊莎
贝尔·韦德曼认为，“冰丝带”的条件对
她们的优异表现大有裨益。

“这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漂亮的
一条赛道了，环绕在群山之中，设施很
完善，也很便利。”美属萨摩亚男子钢
架雪车选手纳森·克鲁姆普顿如是评
价“雪游龙”。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场馆，能
在这里比赛简直是一种荣幸。而且
这种场馆再利用的方式真是太赞了，
毕竟这曾经是夏奥会的游泳比赛场
馆。”美国冰壶混双队员维多利亚·珀
辛格说。

“建这么一座惊人的场馆，并且
让滑雪在这里延续下去，我觉得是
一件很棒的事。如果高山滑雪想要
存续下去，它必须在亚洲有落脚
点，这就是这座场馆对未来的
意义。”挪威男子高山滑雪名
将谢蒂尔·扬斯鲁德如是评价
位于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
飞燕”。

——珍贵的安全感，太好了！
“采取严格的防疫举措，才能确保

大家的健康安全。”49岁的德国速滑
选手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觉得安全

是第一位的。
“我对这里的防疫工作印象深

刻，每天的核酸检测很方便，就在餐
厅旁边，你去吃个早饭，然后再用不到
10秒时间去做个核酸就行，这一切让
我感到非常安全放心，整个防疫都做
得特别到位。”参加北京冬奥会女子单
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比赛的马耳他运
动员珍妮丝·斯皮泰里如是说。

——各色美食，太好了！
“这里披萨的味道很好，我很想知

道厨师是怎么做出这么地道的披萨
的。我还喜欢吃饺子。虽然比赛的时
候，我会吃特定的食物，但是比赛之
余，我特别喜欢吃饺子。”31岁的意大
利速滑选手弗兰切丝卡·洛洛布里吉
达爱上了中国的饺子。

“我来这儿以后大概吃了200多
个饺子吧，真是吃了太多饺子了。我
从山上训练回来，就去吃饺子。”参加
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的美国运动
员朱莉娅·马里诺说。

“离开的时候可能要胖 10 斤
了。”挪威运动员菲利普·菲耶尔德·
安德森虽然没给出最爱的美食名单，
但长在身上的肉难道不是更能说明

问题吗？

除了“好”还能怎么夸
——外国运动员盛赞北京冬奥会一览

2月15日，荣格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短道速滑迎收官
空中技巧再冲金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张泽伟 王恒
志）北京冬奥会16日将决出8枚金牌，其中短道
速滑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男子5000米接
力和女子1500米两枚金牌，期待中国健儿出色发
挥、完美收官。另外，齐广璞、贾宗洋两位“四朝元
老”将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全力冲金。

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比赛中，中国队有张雨
婷、韩雨桐、张楚桐三位选手参赛。面对舒尔廷、
丰塔纳、崔玟桢等顶尖选手，中国姑娘虽然夺金把
握不大，但仍希望她们能从1/4决赛闯进最后的
决赛，争取站上领奖台。

相比而言，武大靖、任子威领衔的中国男队冲
击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的希望更大。对于中国
队来说，必须“稳”字当头，勇敢冲锋。与韩国、意
大利、俄罗斯奥委会、加拿大队的这场接力决赛，
势必是一场恶仗，大家实力相当，都有希望问鼎。

冬奥会“四朝元老”齐广璞和贾宗洋16日将
向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冠军全力出击，志在
将混合团体的银牌换一种颜色。贾宗洋是这个项
目的索契冬奥会季军、平昌冬奥会亚军，自然希望
在家门口更进一步。齐广璞在北京冬奥会状态不
错，在收获混合团体银牌后他就表示，要在个人赛
中放手一搏。

当天还将产生高山滑雪男子回转金牌，中国
队的徐铭甫、张洋铭将力争赛出好成绩。唐佳琳
领衔的中国队将在冬季两项女子4×6公里接力
决赛中全力以赴。

另外三枚金牌将在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
技巧、越野滑雪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短距离（传统
技术）中产生。

冰壶赛场上，中国男队和女队都将迎来循环
赛收官战，男队将迎战瑞士队，女队一日两赛，先
后对阵英国队和加拿大队。

冰球方面，女子冰球将上演铜牌战，争夺双方
为芬兰队和瑞士队；男子冰球将迎来1/4决赛。

15日晚，在北京冬奥会男子双人雪车比赛
中，德国车队包揽前三名，弗里德里希车队以四轮
总成绩3分56秒89获得冠军，洛赫纳车队和哈
费尔车队分获二、三名。

图为德国选手弗里德里希/马吉斯在比
赛中。 新华社发

男子双人雪车比赛

德国车队包揽前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