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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蔡矜宜

“四朝元老”组合摘银
冰天雪地暖心一抱

出发之前，贾宗洋抚了抚胸口，平缓气

息，他不想被前一位出色发挥的美国选手

所影响。

举手示意，出发，冲出跳台后，贾宗洋在

空中动作十分舒展，但他落地的时候太追求

完美了，一个前空翻摔了出去……

紧接着，只听见“啊——”的一声，这名

4 战奥运的辽宁汉子一声怒吼，抱头捂脸

懊恼至极，泪洒赛场。

2 月 10 日晚，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

进行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

中，中国队因第二个出场的贾宗洋出现失

误，最终以总成绩 324.22 分获得银牌。美国

队摘金，加拿大队第三名。

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是本届北京冬奥

会的新设小项，如同短道速滑混合团体一

样，中国队冲着金牌而来!

决赛轮，中国队徐梦桃、齐广璞、贾宗

洋携手出战，3 名运动员均是第 4 次参加冬

奥会，支撑着他们的，是老将的“倔强”。

比赛结果有些遗憾，但 3 名老将已全

力以赴，尤其是已经拿过银牌和铜牌的贾

宗洋，他比谁都想赢。

而现场的暖心一幕，也让大家更加明

白“什么是中国队”——贾宗洋回到出发点

之后，队友徐梦桃第一时间给了他一个紧

紧的拥抱！

徐梦桃说：“我们进要一起进，退会一

起退！我们真的非常努力，我们都是好样

的！”齐广璞说：“接下来我们还有比赛，请

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而贾宗洋再也忍不住，无法抑制地哭

了出来……

他们没站上领奖台
却值得报以掌声

81.25 分，排名第四，4 战冬奥的中国单

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名将蔡雪桐，将

自己在冬奥会的最佳排名又往上提了一

位。

在《天 与 地》的 音 乐 中 ，羽 生 结 弦 挑

战 了 他 心 中 的 4A(阿 克 塞 尔 四 周 跳)——

他摔倒了，他接近成功，他已是花滑历史

的“孤勇者”。冬奥会两连冠得主、日本花

滑 名 将 羽 生 结 弦 ，在 北 京 的 成 绩 定 格 在

第四名。

10 日的冬奥会赛场，没能登上领奖台

的他们，永远在探索和挑战自己极限的他

们，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传奇。

自打 11 岁第一次踏上雪板后，蔡雪桐

便将自己的所有热情献给了这项运动。

2010 年至 2020 年，6 个世界杯总冠军

奖杯……蔡雪桐向世界展示了她的无限

潜力，也成为了中国单板滑雪的领军人物

之一。

两个 900 动作、1080 动作……当日的

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中，蔡雪

桐几乎把自己最高难度动作都拿了出来，

她做到了自己的极限。

“其实备战过程中我没有遗憾，我把每

一天的训练都把握得很好。”28 岁的蔡雪

桐表示，如果还有能力，未来会不断去挑战

自己的极限。

音乐停止，羽生结弦伸开双臂，向后仰

头，这一姿态保持了很久。随后他向裁判和

观众们深深鞠躬，脸上绽放出笑容。退场

后，他又深深鞠了一躬，深情的抚摸冰面

后，又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羽生结弦曾说：“无法达成的目标才是

我的目标。”他对于超高难度动作 4A 的执

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过了“金牌”!

赛后，羽生结弦坦言虽然遗憾，但更坚

持自己的“倔强”。“在今天的赛场上，虽然

还差一点，但我拼尽了全力去实现 4A，对

我而言，这是一届充满尊严的冬奥会，我为

之骄傲。”

中国花滑选手金博洋当日虽收获第 9

名，但他同样上演了“战胜自我”的动情一

幕——

第 14 个登场的金博洋，在自由滑中动

作完成得干净漂亮，得到创个人赛季新高

的 179.45 分。

比赛结束后，金博洋先是振臂高呼，随

后在冰面上掩面哭泣。“我觉得对得起这

4 年所有的努力了，我滑的是我自己。”

(湖南日报北京2月 10日电)

题图照为 2月 10日，亚军中国队选手贾宗洋、徐梦桃和齐广璞（从左至右）在颁发纪

念品仪式上。当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在张家口赛区

举行。 新华社发

22月月 1010日的冬奥会赛场日的冬奥会赛场，，有人因为失误错失有人因为失误错失
金牌金牌，，有人拼有人拼尽全力仍与奖牌擦肩而过尽全力仍与奖牌擦肩而过，，有有人因人因
战战胜了自胜了自己己而而激动落泪激动落泪

蔡矜宜

时而掌声雷动，时而屏息凝神，时而令人沉醉，时而一片叹

息……

10日上午的首都体育馆内，可容纳 300多人的媒体记者席，

座无虚席。

这里是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的决赛现场，也是我来冬奥会

之后，见到最火爆的一场馆内比赛。

尽管当天的决赛要从上午 9 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 1 点半，

但各国记者似乎不约而同要守候到底，即使自己国家的选手已

经结束比赛，也没人愿意离开。所有人，仿佛不愿错过任何一名

选手的每一次跳跃、旋转。

这一刻，在这片长 60 米、宽 30 米的冰面上，没有国界，只有

对美的追求。

花样滑冰，完美诠释着竞技体育“力与美”的真谛，而本场

更是被称为“神仙打架”的一场巅峰比“舞”。

无论是羽生结弦心心念念的 4A（阿克塞尔四周跳）失利，

还是金博洋战胜了“金博洋”，亦或是夺冠的美国华裔选手陈巍

近乎完美的演绎……场上的一切，已远不止奖牌的争夺。

身穿红色战袍的中国选手金博洋在洁白的冰面上，完成一

长串冰面旋转动作后，稳稳停住。他如同一团炙热的火焰，燃烧

着自我。他激动地绕全场谢幕，仿佛在放飞自我！

当日最受关注的冬奥会两连冠得主、日本选手羽生结弦，

在第 17 个出场。他近乎“疯狂”地追逐 4A，还是跌倒了。

一曲终了，羽生结弦站在冰面中央，久久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向这位“孤勇者”致敬！

羽 生 结 弦 是 属 于

花滑的，他也属于所有

追求美的人。赛后，场

馆 外 早 已 集 结 众 多 花

滑迷，守候在大巴出口

处，他们只想对这位传

奇人物说一句：“你永

远是最棒的！”

记者手记

对美的追求
全世界都一样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玉文 王亮

2 月 9 日，记者来到北京市东城区

东四街道。古都、奥运、冰雪、节庆、胡

同，5 个元素在这里汇聚升华。

这是一条有七百年历史的古老街

道，也是全球首个“双奥社区”。传统的

北京韵味与奥林匹克文化在东四街道

融合碰撞，让冬奥会的“京味儿”更浓。

两次深度参与奥运会

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东四街道是典

型的老北京四合院历史街区。随着时间

的推移 ，这里一度成为典型的老旧小

区。

“以前这里是一片老平房，健身锻

炼？老百姓没那个意识，也没那条件。绿

道、健身器材、健身广场都没有。”东四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国忠回忆。

北京申奥成功，改变了这一切。

2002 年，北京奥组委入驻东四青蓝

大厦。东四街道随即开启了以体育文化

活动为依托，吸引辖区单位、社区居民

参与的创新性社区建设模式，将奥运精

神融入社区建设——东四奥林匹克社

区成为世界首个以“奥林匹克”命名的

社区。

2004 年，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建

成，这是我国第一个以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为主题的开放性社区公园。公园提供

了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公共空间，大大

提升了当地居民体育锻炼的热情，为社

区注入了无限的运动激情。

9 日，记者走进东四奥林匹克社区

公园，全民健身的氛围扑面而来。奥运

浮雕墙旁，数十位居民在练习太极拳；

一侧的奥林匹克博物馆下沉广场，几位

老者在音乐的伴奏下做着健身操；老者

旁边，几个孩子在丢沙包，欢声笑语不

断……

2022 年 ，东 四 街 道 又 申 请 创 建 了

“冬奥示范社区”，就此成为目前唯一一

个两次深度参与奥运会，并把奥林匹克

作为重要内涵的社区。在东四奥林匹克

社区公园奥运“圣火”雕塑旁，北京冬奥

会会标、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

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的雕塑组合赫然

在列、相得益彰。

奥运文化与古都文化
完美融合

离开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记者

来到东四胡同博物馆。

在博物馆的展厅，记者看到，有的

葫芦上刻着所有冬奥会竞赛项目的图

标，有的画着著名运动员的头像。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创作了一系列的

冬奥会文创产品。现在在为冬残奥会创

作文创产品。

在现场，你能感受到传统的历史文

化与现代奥林匹克文化在东四街道相

互融合，交汇在一起。

张国忠介绍，“双奥社区”的落成是

东四奥林匹克社区文化体育事业新发

展的良好契机，未来东四街道将不断充

实“双奥社区”内涵、扩大全民健身公共

产品供给。

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东四奥

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和东四胡同

博物馆等地标 ，都安置了北京冬奥会

标、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

吉祥物“雪容融”的雕塑组合；在奥林匹

克社区文化体育中心户外广场，安置了

冬奥赛事数字展示装置 ，发布赛事信

息、科普比赛项目、宣传活动内容；社区

还将东四胡同博物馆建设为街区“文化

会客厅”，成为了赛时独具特色的国际

文化交流活动场所。

此外，整个东城区借助古都、奥运、

冰雪、节庆、胡同 5 大元素，举办体育健

身、知识宣传、文化娱乐三大系列的 20

余场活动，推进冰雪运动普及，大力发

展群众体育 ，以多种形式弘扬奥运精

神。其中，东四街道是核心。

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遗产

委员会委员侯琨认为，东四街道将奥林

匹克文化与具有 700 年历史的独特古都

文化融合碰撞，让冬奥会的“京味儿”更

浓了。

（湖南日报北京2月 10日电）

京味儿融入奥林匹克
——记者探访全球首个“双奥社区”

奖牌奖牌之外之外
最后的倔强最后的倔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如兰

通讯员 夏凡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致敬人民》

表演环节中，24 名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

学生身着红色运动服，在歌曲《想象》中

“踏雪留痕”，用轮滑在地屏上划出流畅

交织的线条，绘出“既像跑道，又像中国

结”的图案，引出“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这是一场被全世界观众看到的表

演，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也代表祖国展

现冰雪运动魅力。”汨罗 00 后周正今年

19 岁，是 24 名大学生之一。2 月 9 日，尽

管开幕式已结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依然难掩内心激动。

周正回忆，节目导演组来学校面试

时，有 100 余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他

在 16 名备选名单中。经过漫长的等待，

在距开幕式还有 3 个多月时，他接到通

知成功入选。

随之而来的，是严格的训练。“因为

要保持排面整齐，每个人蹲下的高度、

手臂摆动的幅度必须高度一致，就像军

人踢正步，一步一定。2 分多钟的表演，

训练时需保持姿态不变长达 5 分钟，非

常枯燥和辛苦。”每天 8 时到 22 时，为了

行动方便，周正与同学们身着单薄的衣

服在北京 0℃下不断练习，力求尽善尽

美。

元旦前的一次联排，导演组在深刻

考量下，为了呈现更好的节目效果，要

求大家在 7 天内换掉练习了 2 个多月的

动作，并在表演中加入街舞元素。

让 24 名并无舞蹈功底的体育专业

生在 7 天内将街舞融入动态滑行中，难

度可想而知。“大家依然全力以赴。我们

请来专业街舞老师编排动作，不断推陈

出新、反复练习，终于圆满地在鸟巢跳

着街舞滑出了‘中国结’。”

“这 3 个月的集训，是我最难忘的

一段回忆。”为了参加开幕式表演训练，

第一次独自在异地过年的周正体会到

了乡愁，“站上开幕式舞台完成表演，一

切都值得。我为自己骄傲，更为祖国自

豪！”

“站上开幕式舞台完成表演，
一切都值得”

——冬奥会开幕式上的汨罗00后故事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这是冬奥会最惊险刺激的比赛之一，也可能成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最大惊喜之一。

2 月 11 日晚，男子钢架雪车金牌将在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

橇运动中心“雪游龙”赛道产生。男子钢架雪车比赛分 4 轮进

行，根据选手总用时决定排名。在 2 月 10 日已经结束的前两轮

比赛中，中国选手闫文港以总用时 2 分 01 秒 08 暂列第三位。按

照目前的比赛状态，闫文港有望在这个冷门项目中争取奖牌甚

至金牌。在早前的训练赛中，闫文港的成绩一度排名第一，在本

项目中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

中国代表团 11 日另一大主阵地仍在短道速滑赛场。

曲春雨、韩雨桐、张楚桐将出战女子 1000 米 1/4 决赛、半决

赛及决赛。在 9 日晚进行的预赛中，曲春雨获第 3 小组第一名晋

级；韩雨桐以第 2 小组第三名晋级，同组荷兰选手舒尔廷刷新

奥运会纪录；在第 6 小组出战的张楚桐以三名成绩最好小组第

三的身份晋级。

武大靖、任子威领衔的男队将迎来 5000 米接力半决赛及

男子 500 米预赛的角逐。在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武大靖曾获

得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冠军。此外，中国男队还是该届冬奥会

男子 5000 米接力银牌得主。

观赛指南

惊险之中有惊喜吗

2月 10日，中国选手金

博洋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花样滑冰男

子单人滑自由滑比赛在首

都体育馆举行。 新华社 发

2月 9日，市民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奥林匹克社区公园里休闲游玩。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冰壶男子循环赛第3轮
中国 VS 丹麦

钢架雪车女子第1轮

钢架雪车女子第2轮

09:05

09:30

11:00

冰壶女子循环赛第3轮
中国 VS 美国

14:05

短道速滑19:00

女子 1000米 1/4决赛、半决赛、决赛

男子 500 米预赛

男子 5000 米接力半决赛

钢架雪车男子第3轮20:20

2月 11日焦点赛事 2月 11日金牌赛程

09:30

11:00
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

15:00
越野滑雪男子15公里（传统技术）

16:00

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

17:00
冬季两项女子7.5公里短距离

20:43

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决赛

21:55

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

钢架雪车男子第4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