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TV-5

09：30 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池资格赛

12：10 冰球女子决赛 加拿大VS美国

16：30 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

18：00 花样滑冰女单自由滑

CCTV-5+

10：30 高山滑雪女子全能之滑降

12：30 自由式滑雪男子U型池资格赛

14：10 高山滑雪女子全能之回转

20：00 冰壶男子半决赛

CCTV-16

14：00 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决赛
16：00 北欧两项男子团体大跳台
19：00 北欧两项越野滑雪男子4×5公里接力
20：15 冰壶男子半决赛

今日直播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
者谭畅 梁金雄 张悦姗）中国男子冰
壶队16日下午打出95%的成功率，
以6：5逆转2021年世锦赛铜牌得主
瑞士队，用一场胜利结束北京冬奥会
之旅。中国队的循环赛最终战绩为
四胜五负，无缘晋级四强。

中国队一垒许静韬、二垒王智宇、
三垒邹强，四垒为队长马秀玥。瑞士
队在赛前“点球”胜出，获首局后手权。

首局瑞士队选择“流局”保留后
手权。第二局，瑞士队四垒施瓦茨
精准轻磕拿到2分。第三局，中国队
后手拿 1分。第四局，双方展开对
攻，施瓦茨最后一投面临3分牵制，
他精准投壶圆心拿到1分。第五局，
马秀玥打定得到2分。

两队3：3平进入下半场。第六局，

双方均未得分，瑞士队保留后手权。第
七局，邹强、马秀玥接连献上精彩清场
表演，让施瓦茨最后一投面临2分牵
制，他旋壶入营抢回1分。第八局，中
国队后手旋进取1分。第九局，马秀玥
最后一投旋粘得手，逼迫对手拿1分，
为中国队夺回第十局的后手权。中国
队4：5落后。

第十局，场上出现“碰壶”事件，瑞士
队三垒米歇尔投壶，其队友擦冰时脚尖
触壶改变了冰壶线路，瑞士队有明显得
利。瑞士队员主动承认“碰壶”，裁判介入
商讨。中国队员表现出绅士风度，在急
需追分的情况下，选择保持局面不变。
比赛恢复后，中国队占据场面优势，马秀
玥最后用一个大力击打拿到2分。最终，
中国队6：5获胜。

赛后谈及“碰壶”事件，马秀玥表

示，他认为对方“碰壶”对比赛影响不
大，有信心保持优势，因此选择维持当
时的局面。

“咱作为东道主，有这个气度，咱就
可以不去计较这些东西。”许静韬说。

马秀玥表示，队伍中四人在一起
配合时间不长，但经过9场冬奥会赛
事，越来越默契。“打完最后一场，我们
几个感觉都还没打够，如果再给我们5
场比赛的话，我觉得我们会发挥得更
好。”他说。

“我给自己的职业规划比较长。这
是我的第一届冬奥会，我觉得只是刚刚
开始。”马秀玥说。

目前，已完成全部比赛的中国队在
十支参赛队中暂列第五。17日，北京
冬奥会男子冰壶循环赛将进行最后4
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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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者
赵建通 姬烨）疫情防控是北京冬奥会
成功的关键。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冬奥
会的疫情防控工作高度赞赏，认为防
控措施行之有效。

在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
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
绍，每天发布会上报告的阳性病例的
数字，在最近一段时间基本都是个位
数，而且越来越少。

“我们在冬奥的闭环里，并没有把
清零作为目标。因为我们在赛前预判
到全球疫情流行下，一定会有输入病
例或者境外输入病例，这是我们在预
料之中的情况。”黄春说。

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亚
当斯说：“我们正在非常非常成功地
举办世界上最复杂的国际比赛或活
动之一。（疫情防控）是（冬奥会）保障
工作上的一个挑战，我要向我们的中

国朋友和同事们致敬，他们做得真的
非常棒。”

他同时提醒说：“我们依然处于新
冠病毒大流行期。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们不能自满。”

黄春认为，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
成功得益于三个方面。“首先得益于我
们跟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制
定了科学实用的防疫手册。第二，得益
于我们的科学家、中外医学行业专家，

他们每天关注全球疫情形势，分析每
一个病例，而且对闭环内的疫情发展
趋势进行研判，并对一些措施进行调
整。第三，我觉得得益于我们所有的冬
奥参与人员，严格执行了闭环管理的政
策，严格进行了个人防护，而且严格执
行了每天核酸检测的规定。”他说。

按照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要
求，相关人员工作结束或者比赛结束
后需要48小时离境。出境时闭环的

车辆会运送离境人员到机场的闭环区
域，办理相关手续离境。据介绍，21
日将是一个高峰日期，大概有6000人
要大规模离境，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做
好了相应安排和准备。

另据介绍，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行之
有效的防疫措施会延续到冬残奥会。
冬残奥会将继续沿用北京冬奥会期间
使用的《防疫手册》，但是会进行针对性
调整，制定特殊人群的防护措施。

国际奥委会高度赞赏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
日电 （记者谭畅 梁金

雄 张悦姗）北京冬奥
会冰壶循环赛 16

日继续进行。中
国女队一日
双胜保留晋
级四强的
希望。

上午的比赛，中国女子冰壶队迎战
英国队。中国队走出前两场的低迷状
态，与多届世锦赛冠军英国队紧咬比
分。第九局，中国队抓住对手失误，后
手豪取3分奠定胜局。最终，中国队8：
4胜出，赢得近四届冬奥会对阵英国女
队的首场胜利。

中国女队晚场继续出战，对阵索契
冬奥会冠军、47岁的琼斯领衔的加拿
大队。两队在前十局战成9：9平，加拿
大队获后手权进入加赛局。王芮抓住
琼斯一次清场失误，向圆心投壶形成2

分牵制。琼斯最后一击稍稍偏出，中国
队偷得2分，最终11：9取胜。

王芮赛后表示，因为这是循环赛最后
一场比赛了，大家都想把最好的状态打出
来，在心态上比较放松，很享受比赛过
程。“对这次参赛还是稍微有点遗憾，因为
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王芮说。

赛后，中国女队与少赛一场的加拿
大队、韩国队、英国队同为四胜，如后三
支队伍17日全部告负，则中国队将晋
级四强。瑞士队、瑞典队已锁定半决赛
席位。

一日双胜

中国冰壶女队
保留四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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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定文的流利粤语，谷爱凌的
“北京腔”……北京冬奥会上，中国各
地方言层出不穷，涵盖东西南北，让
人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折射出近年来
我国推动冰雪运动版图拓展的成果。

2月9日，广东小伙彭俊越在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迎来了自己的北京
冬奥会首秀。在男子双人雪橇比赛
中，他和队友黄叶波联手登场，最终
获得第17名。“我们要继续努力，目标
是站上冬奥会最高领奖台！”赛后，激
动的彭俊越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
话对记者说。

21岁的彭俊越是土生土长的广
东人，他曾是一名篮球选手，2015年，
我国成立雪橇队，他通过跨界跨项选
材被选中，开始转项练习雪橇，在此
之前，他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甚至
连雪都没见过。“到北方的第一个冬
天，我人生第一次见到了大雪，那时
候太兴奋了，对于冰雪运动也燃起了
热情。”他说，“经过多年的艰苦训练，
我从雪橇‘小白’一步步提升自己，如
今代表中国站上了冬奥会赛场，找到
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来自中国各地的运动员在冬奥
会赛场上绽放光彩，这是成功申办冬
奥会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冰雪运动

“南展西扩东进”、加快冰雪运动版图
拓展的成果体现。据北京冬奥会中
国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介绍，此次参
赛的177名运动员来自全国20个省
区市，覆盖区域北达黑龙江省，南抵
广东省，东至上海市，西到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其中约有1/5的运动员通
过跨界跨项选材从事冰雪项目专业
训练，雪上项目更是有近一半为跨界
跨项选材运动员，彻底改变了冰雪项
目仅仅依靠个别省份输送的情况。

“站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比赛，
很自豪，很幸运。”中国香港短道速滑
选手朱定文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
流利地讲着粤语，不过在聊天过程
中，他不自觉地切换到了东北话。“我
在东北集训了很长时间，学会了东北
话。”他笑着说。

“不管说的是哪里的方言，都是
中国话。”高山滑雪运动员张洋铭
说，“在冬奥会赛场上，最重要的是
要尽力展现我们的精气神和风采。”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刘
扬涛 姚友明 何磊静）

逆转瑞士队，以一场胜利结束北京冬奥会之旅

中国冰壶男队四胜五负无缘四强

北京冬奥会首次实现
8K视频技术转播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高萌 姬
烨 赵建通）16日，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召开

“转播及数字媒体数据”主题新闻发布会。北京冬
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说，北京冬奥会实现了
在奥运史上首次用8K视频技术直播开幕式和转
播重要赛事的目标。

“数字媒体技术的出现与成熟，将体育赛事转
播带入新时代。”赵卫东说，每一个项目的特点与
运动员的“精彩”都会被镜头完美捕捉，以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项目为例，360度“自由视角”系统为
观众多角度重现运动员的高光时刻；还有冰壶比
赛中的“子弹时间”技术，任意视角切换、自由缩
放、随时暂停、定格旋转、慢动作环绕……手持5G
手机，点开应用程序，手指触动屏幕的瞬间，即可
实现任意视角的自由观赛。

“数字媒体是新兴力量，也是新的赛场。”赵卫
东说。

据介绍，8K技术需要与5G技术同时使用，除
了转播外，还非常适合在体育赛事、演唱会等大型
活动中用作大屏幕展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时，
在主媒体中心的一层大厅，就有一面巨大的8K大
屏，众多中外记者都曾在这块大屏上目睹了开幕
式的精彩瞬间。

黄叶波和彭俊越在双人雪橇比赛中黄叶波和彭俊越在双人雪橇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江文耀 摄摄

2月 16日，中
国冰壶男队队长
马秀玥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女冰冠军战
花滑“三套娃”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者张泽伟 王恒
志）北京冬奥会将在17日决出6枚金牌，中国军
团并无明显的冲金点，力争在多个项目取得突
破。当天的看点在冰球和花滑赛场，加拿大女子
冰球队欲在金牌争夺战中“复仇”美国队，俄罗斯
奥委会队的“三套娃”将在女子单人滑决战中展现
集团优势。

已经在北京冬奥会上夺得7枚金牌、创造冬奥
最佳战绩的中国代表团，在17日的多项决赛中并没
有夺金的实力，但仍将全力展现中国健儿的风采。
高山滑雪女子全能金牌角逐中，孔凡影是首次参赛，
力争个人突破；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比赛中，普
蕊、冉鸿运的目标是从1/8决赛中脱颖而出、闯进
最后的决赛；北欧两项跳台滑雪大跳台/越野滑雪
4×5公里接力比赛中，赵嘉文、赵子贺、郭玉好、范
海斌将携手出战，他们每进一步都是书写中国北欧
两项的历史；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决赛中，金京珠、
李奇时、殷琦将在“冰丝带”力争好成绩。

当天将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决出女子冰球金
牌，这是加拿大队与美国队在平昌冬奥会争冠后
的再一次巅峰对决。在平昌，加拿大队在“点球大
战”中不敌美国队。对加拿大队来说，北京冬奥会
决赛是真正的“复仇之战”。已经打进54球、刷新
单届冬奥会进球纪录的加拿大队在几天前的小组
赛中，4：2力克美国队，对金牌志在必得。

花样滑冰赛场也将是群芳争艳、激战连连。
女子单人滑金牌战，不仅是世界上最优秀选手的

“秀场”，也很可能是传统强队俄罗斯奥委会队的
“内战”。在15日的单人滑短节目中，俄罗斯奥委
会队“三套娃”——瓦利耶娃、谢尔巴科娃、特鲁索
娃表现出强劲竞争力，瓦利耶娃、谢尔巴科娃无论
是难度和完成分都高人一筹，分列前两位；只有日
本选手坂本花织打破了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对三甲
的垄断，将特鲁索娃挤到第四名。

17日，中国队选手谷爱凌还将携手李方慧、
吴梦、张可欣出战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
资格赛。

➡ 2月16日，中国冰壶女队队员在
比赛中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