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冯春雨 美编：马永琴 校对：罗娜 董敏 组版：李志芬 04-05

北京冬奥会奖牌榜（2月16日）

今日看点

风云人物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
电 据北京冬奥组委消息，北
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近
日应约在北京冬奥村会见美国
奥委会与残奥委会主席、美国
冬奥代表团团长莱昂斯，并代
为接受美奥委会向北京冬奥组
委主席蔡奇赠予的荣誉奖杯。

杨树安首先转达蔡奇对
莱昂斯的问候，并对美运动员
取得优异成绩表示祝贺。莱
昂斯表示，北京冬奥会在疫情
背景下成功举办，非常精彩，
谨向北京冬奥组委表示祝
贺。北京冬奥会各项场馆设

施和赛事服务令人印象深刻，
美运动员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莱昂斯表示，为表达对北
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为成功举
办北京冬奥会所作突出贡献的
敬意，她代表美奥委会向蔡奇
主席赠予荣誉奖杯。她说，奖
杯为琉璃工艺品，艺术造型的
数字8象征着无限的友谊和团
结，红色象征中国，也寓意运动
健儿如火般的热情，蓝色则象
征美丽的冰雪和神奇的场馆。

杨树安代表蔡奇感谢美奥
委会赠予荣誉奖杯并向莱昂斯
回赠礼品。

向北京冬奥组委赠予荣誉奖杯

美国奥委会表达谢意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夺金

齐广璞：征服世界最高难度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中国冰壶男队16日以近乎完
美的发挥击败世锦赛和冬奥会
铜牌得主瑞士队，结束了北京
冬奥会之旅。赛后，中国队队
长马秀玥兴奋地对记者说，这
场中瑞之战称得上是“我生涯
排名第一的对决”。

全部由奥运新面孔参赛的
中国男队在本届冬奥会战绩为
9战 4胜 5负，与四强擦肩而
过，队长马秀玥心有不甘，“我
们感觉还没打够，如果再给我
们5场比赛的话，我觉得我们
会发挥得更好”。

本场比赛堪称本届冬奥会
经典对决，双方为观众献上了一
场针尖对麦芒式的激战。瑞士
队86%的成功率放在任何冰壶
比赛中都已是难能可贵，而中国
小伙子当场表现则更胜一筹，
用“完美”来评价一点不为过。

罕见的95%出手成功率，
最后一局、最后一投，本次冬奥
会参赛队伍中世界排名最低的
中国队打出了亮眼一击，马秀
玥全场最后一记两分大力击
打，以6∶5逆转战胜世界排名
第二的瑞士队。

“这场精彩对决在你心目
中是个什么位置？”记者问。

“我参加大赛不多，可以
说，这是我生涯排名第一的对
决吧。”马秀玥干脆地回应。

1991年出生的马秀玥虽
身为中国男队队长，但他进入
人们的视野也就是近几年。他
表示：“我给自己的职业规划比
较长，这是我的第一届冬奥会，
我觉得这只是刚刚开始。”

谈及他的团队今后的打
算，他说：“我们这个团队满打
满算也就组合才三个月。我觉
得如果给我们更多一点时间，
让我们再多参加一些比赛，我
们会打得更好。”

中国冰壶男队力克瑞士队

马秀玥：这是我
生涯排名第一的对决

中国队选手马秀玥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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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将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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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20年前的2月16日，在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决赛中，杨扬实现了中
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20年后，在家门口的北京冬奥
会上，中国代表团创造了参加
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
并在多个项目上取得突破，一
代又一代中国冰雪人在传承中
书写新篇章。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杨扬通过新华社跟大家分享了
感受。她说：“20年前的今天，
我有幸为祖国赢得第一枚冬奥
会金牌。20年后，冬奥会在家
门口举行，运动员们正用他们
高超的技艺、完美的表现、顽强
的拼搏，以及赛后热情的拥抱、
彼此的祝贺与鼓励，震撼世界、
鼓舞世界、感动世界。”

“年轻的一代，比我们那时
候更自信、更洒脱、更渴望表
达。国家的发展让年轻的一代

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体验
和吸收着不同的文化，年轻的一
代更渴望与世界对话、渴望向世
界展示自己，而冬奥会给了他们
这个机会。当然，这里不仅是运
动员，还有那些志愿者们，远远
地挥着手、热情洋溢地用各种语
言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
们。面对微笑与自信的年轻面
孔，谁的心能不被融化呢？”

“坐在赛场边，我的心随着
运动员们的每一次超越、每一
次翻腾、每一次冲刺而激昂，也
会为他们在比赛中拼尽全力、
赛后相互拥抱、相互鼓励而哽
咽。依旧能感觉到赛场上的这
种激情与感动，令我感到非常
幸运、非常幸福。有句话说，经
常被幸运眷顾的人是因为从不
把幸运留在身边，而是与更多
人分享。我要一直幸运、幸福
下去，并努力将这种幸运和幸
福与更多人分享。”

“相信体育的力量。”

中国冬奥首金20周年

杨扬：年轻的一代更自信洒脱

2 月 16 日，
中 国 选 手 孙 龙
（左）滑倒后与队
友任子威交接。

当日，北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短道速滑项目男
子 5000 米 接 力
决赛在首都体育
馆举行。最终中
国队无缘奖牌。

新华社发

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

中国队无缘奖牌

齐广璞在颁发纪念
品仪式上。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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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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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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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冰冠军战 花滑“三套娃”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 16
日电 16日，备受关注的北京
冬奥会决赛在崇礼打响，中国
选手齐广璞在最后一轮跳出了
当今世界最高难度动作并高质
量完成，以129分的高分力压
群雄，中国空中技巧队时隔16
年再次拿到该项目奥运金牌。
这也是中国队本届冬奥会的第
七枚金牌。

共有12名选手参加当晚
的决赛，中国两名奥运“四朝
元老”齐广璞、贾宗洋分别以
预赛第一和第二的成绩挺进
当晚的决赛，他们联手向金牌
发起冲击。决赛共分为两轮，
第一轮每位选手有两次试跳
机会，取较高成绩决出前六
名。六名选手参加第二轮的

“大决赛”，最终一跳定胜负。
当晚决赛高手云集，第一

跳就展现出了极高的完成质
量，想要晋级到最终大决赛的
门槛很快提高到120分以上，
齐广璞和贾宗洋发挥出色，分
别得到125.22分和123.45分，
暂列第三和第五位。

第二跳排名靠后的选手只
能背水一战，其中俄罗斯奥委
会选手伊利亚·布罗夫使出了
难度5.0的当今世界最高难度
动作，成功完成的他得到了
129.5分的全场最高分，毫无悬
念地进入了最后的大决赛。美
国选手贾斯廷·舍尼菲尔德同
样刷新了自己第一跳的得分，
123.53分来到并列第五名的位
置。

此时我国选手贾宗洋以微

弱的劣势被挤到了第七位，要
想晋级最后一轮，必须比之前
做得更加出色。但遗憾的是贾
宗洋在落地时出现失误，四朝
元老“钢铁侠”贾宗洋就此遗憾
地无缘最终“决胜一跳”。进入
最后决战的还包括卫冕冠军乌
克兰选手亚历山大·阿布拉缅
科，美国选手、刚刚获得本届冬
奥会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冠军的
克里斯托弗·利利斯，以及瑞士
名将皮尔明·维尔纳。

决战一触即发，为了向最
后的胜利发起冲击，决赛6名
选手其中5位都选择了5.0难
度系数这一当今世界最高难度
动作，齐广璞第三位出场，他高
高跃起，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翻
转后稳稳落地，齐广璞振臂高
挥，他知道自己已做得足够出
色。这一难度的确对所有运动
员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他
选手均不同程度出现失误，最
终齐广璞以129分的高分无可
争议地摘得金牌，也实现了自
己运动生涯中最大的梦想。

平昌冬奥会该项目冠军阿
布拉缅科最终获得银牌，伊利
亚摘得铜牌。

赛后，齐广璞感慨万千：
“今天比赛的水平很高，大家都
在挑战这一世界最高难度的动
作，也正是他们激励了我去挑
战自己、突破自己，我很高兴能
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人一起
战斗。此外，我也要感谢过去
的自己，感谢过去奥运赛场我
曾犯过的那些错误，是它们成
就了今天更加优秀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