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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杀”日本，中国女冰赢下关键一战

2 月 4 日晚，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开幕式隆重举行，全球目光聚焦北
京。中国代表团入场更是令国人自
豪，速度滑冰男子运动员高亭宇、钢
架雪车女子运动员赵丹作为中国代
表团旗手走在前面，电视机前的首
府群众为之雀跃，为从我市走出的
19 岁姑娘、钢架雪车运动员赵丹的
飒爽英姿而激动不已。

冬奥会开幕前，赵丹（@短尾的
松鼠）发微博称，得知自己当选中国
代表团旗手后深感荣幸。“能够在主
场参加冬奥会，已经让我觉得自己
很是幸运，如今又多了一个身份，让
我更感到身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我一定会珍惜这份信任，争取在赛
场上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2 月 4 日 22 时 26 分，赵丹发微

博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以旗手身份
参与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是我一生
都不会忘记的瞬间。手举国旗走
进体育场时，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
觉。深深感受到我们祖国的美好，
强大。感谢为开幕式、冬奥会默默
付 出 的 所 有 人 ，在 这 里 给 大 家 拜
年，春节假期大家也别忘关注我们
中国冬奥健儿，祝中国代表团好运
相伴！

赵丹的爷爷奶奶居住在和林格
尔县北倒拉板村，2 月 5 日上午，老
两口激动地与远在乌海市的儿子、
赵丹的父亲赵海峰通电话，告诉儿
子从电视机里看到孙女非常高兴，
看了好几回重播。赵丹的奶奶激动
地流下了泪水，拿出赵丹儿时的照
片给记者看。赵丹的爷爷赵常生告

诉记者，赵丹从小活泼、喜欢体育运
动。他也寄语孙女：“你要努力，争
取获得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

赵丹的父亲赵海峰接受记者电
话采访时表示，赵丹作为冬奥会开
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他感到十分荣
幸，赵丹的成长与各级体育部门、学
校以及教练的培养和关怀分不开。
赵丹是一个十分能吃苦的孩子，喜
欢和男孩以及比她大的孩子玩耍，
喜欢冒险。她从小比较独立，进入
国家队后，每年回家只有十几天，各
种事情都要独立面对，有困难不和
家长说，获得什么荣誉家长也不是
第一个知道，而是需要从新闻中获
得。赵海峰也祝赵丹在比赛中发挥
出最好水平，为国家和家乡人民增
光添彩。

2016年 8月，赵丹通过体育选材
进入呼市实验中学，成为学校田径
队的一员。张鑫是赵丹的田径项目
启蒙教练，他告诉记者，当他见到赵
丹后就认为赵丹具备成为优秀运动
员的条件：“她身材高挑，爆发力强，
弹跳好，并且训练十分刻苦，能够克
服各种困难坚持训练。”在张鑫带领
下，赵丹从我市田径赛场进入国家
队，如今又站在北京冬奥会赛场。
张鑫介绍，2016 年赵丹跟随他练习
田径，先是练习三级跳，后又改项为
跳远和三级跳。经过 3 年的训练，
在 2018 年自治区全运会上，赵丹获
得了跳远和三级跳两个项目的冠
军。此时，正逢中国钢架雪车队选
拔人才，2018 年 10 月份正在上初三
的赵丹通过跨界跨项选材直接进入
国家队，成为钢架雪车运动员。张
鑫与他的众多“弟子”希望赵丹取得

好成绩，盼望她为我国冰雪运动事
业作出贡献。

赵丹是呼市实验中学 2016 级毕
业生，班主任老师金丹对赵丹的印
象是有理想、有主见、坚强而且独
立，对事物分析能力以及自律性极
强，所以成材是必然的。金丹介绍，
在校期间，赵丹与同学相处融洽，善
良有爱积极上进，从没有迟到早退
和不完成作业情况，较稳重，与同龄
学生相比更成熟一些。“她有很好的
集体意识，多次在各种运动会上为
学校和我市争得荣誉。训练作风过
硬，吃苦耐劳，梦想成为优秀运动
员。”金丹说，“呼市实验中学全体师
生为赵丹加油、为冬奥健儿们加油、
为北京冬奥会加油！”

“我把每场比赛都当作自己职
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来对待，只
要拼尽全力，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对
得起自己。”赵丹说，能参加家门前
的奥运会很不容易，这是属于冰雪
项目运动员的绝对主场，希望能发
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为国争光。

“中国代表队太燃了，赵丹学姐
超帅气，中国队加油！赵丹加油！
韩梅加油……”在家观看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的呼市实验中学学
生苗子钰激动地为开幕式点赞，为
中国运动员喝彩。

网友纷纷留言，表达对赵丹的
祝贺以及取得优异成绩的美好祝
愿 ，为 首 府 培 养 出 这 样 优 秀 的 运
动员感到自豪。女子钢架雪车项
目的比赛将于 2 月 11 日打响，于 2
月 12 日决出最终结果，届时，让我
们 一 睹 赵 丹 的 风 采 ，祝 福 她 取 得
好成绩。

面对劲敌日本队，中国女冰在一度
处于落后的被动局面下实现逆转，最终
拿下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
二场胜利，也是荡气回肠的一场胜利。

对手的强大，让这场胜利显得更为
来之不易。日本队是近年来亚洲女子
冰球界毫无疑问的霸主，目前世界排名
高居第六位。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中，
日本队先后战胜了瑞典队和丹麦队，尤
其是面对丹麦队的比赛，日本队仅用了
一节就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早早锁
定胜局。

日本女冰近年来一直在进步，是世
界排名前十的队伍当中唯一一支亚洲
队伍。在2020年瑞士洛桑冬青奥会上，
日本女冰曾连克各路欧美强敌拿到金
牌，成为第一支赢得奥运序列赛事冰球
金牌的亚洲球队，而目前这支日本队
中，就有多名队员来自那支“青年军”。

客观上来看，世界排名第二十位的
中国女冰与日本队存在着实力上的差
距。然而，中国队用积极的拼抢和无畏
的对抗弥补了这样的差距。比赛开始

后，中国队一度对日本队的球门形成了
围攻之势。

然而，对于中国队的考验还没有结
束。第一节中段，中国队主力前锋张梦
莹在一次意外碰撞中受伤，无奈退出战
阵。第一节行将结束时，日本队通过一
次多打少的机会打破僵局。

比分落后、大将伤退，中国队面临
着巨大的困境。比赛转机出现在第三
节，中国队前锋胡宝珍利用一次门前混
战机会完成破门，扳平了比分。

生机出现了。
中国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加时赛

与对手平分秋色后，最终通过残酷的射
门比赛惊险击败对手。

在2017年的札幌亚冬会上，中国女
冰曾与日本女冰碰面，当时中国队以1∶6
惨败。如今，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中国
女冰打了一场翻身仗。

当时中国女冰队长于柏巍也在队
中。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于柏巍
在赛后也激动得哭了出来。她说：“太
难了，在赛前我们就预料到这场比赛太
难了，其实冬奥会的每场比赛对于我们

来说都很艰难，但我们做到了。我为我
们的队伍感到骄傲，在比赛之后大家拥
抱在了一起，我看到有些队员也哭了，
真是控制不住自己。”

击败劲敌日本，中国女冰在本届冬
奥会上收获了一场关键胜利。这场胜
利之后，拿到 2分的中国队以 5分的积
分排名小组第三，落后于积 7分的日本

队和积6分的捷克队，排名小组第三。
按照本届冬奥会的规则，中国队所

在的B组前三名，将与A组的 5支球队
一同进入八强，因此中国队在 7日与瑞
典队的小组赛末战将对中国队的出线
形势起到决定性作用。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 林德
韧、胡佳丽、马锴）

青城姑娘赵丹：成为冬奥旗手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瞬间
●本报记者 苗欣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 乐
文婉、张寒、王春燕）北京冬奥会花样
滑冰团体赛6日结束最后一个小项女
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拼，中国队以 22
分排名第五，首次在冬奥会上晋级团
体赛自由滑。

短节目比赛结束后，俄罗斯奥委
会队积 36分，美国队 34分紧随其后，
日本队 29分、加拿大队 24分，中国队
与格鲁吉亚队均积22分。

根据规则，若发生平分情况，将依
据获得最高积分的两个单项积分相加
决定排名，得分高者排位在前。中国
队最高积分的两个单项积分之和为
16分，高于格鲁吉亚队的 14分，故而
晋级。

当日上午的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
赛中，朱易第一个出场。开场的后内
点冰三周跳接后外点冰三周跳因距离
隔板墙过近而摔倒，随后她较好地完
成了阿克塞尔两周跳，但第三个跳跃
动作后外结环三周跳跳空。由于发挥
失误，朱易只得到47.03分，在10位选

手中排名垫底。此前，她在本赛季花
样滑冰意大利大奖赛中短节目最高得
分为60分。

“第一个连跳失误后，我的压力很
大。这也影响了我的第三跳，之前在
训练时，这个动作是没有问题的。”朱
易在赛后混采区落泪，“我也很伤心。
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这场比赛。我希
望能做到自己最好的水平，有一个好
的成绩，但是没做到。现在感觉特别
差，但我觉得比赛还是得继续。”

未满16周岁的新冕欧锦赛冠军、俄
罗斯奥委会队队员卡米拉·瓦利耶娃是
当日比赛最受关注的选手之一，手握现
行规则下的三项得分纪录。压轴出场的
瓦利耶娃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所有跳跃动
作，以90.18分“断层”领先以74.73分排
名第二的日本选手樋口新叶。

“上场前我有点紧张，但上冰后我
滑得很好。我的节目控制得很好，我
展示了我想要的结果。”瓦利耶娃说。

根据赛程安排，排名前五的队伍
还将在同日进行男单自由滑的较量。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6日电（记
者 刘扬涛、王沁鸥）记者从北京冬奥
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裁判委员会
获悉，因大风被迫延期的比赛将于 2
月7日进行。

6日上午，位于延庆赛区小海陀
山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上刮起阵
风，原计划于当天11时举行的男子滑

降比赛，先后将开赛时间调整为 12
时、13时、14时，最终不得不延期。赛
事裁判委员会经商讨决定，比赛将于
2月7日12时开始。

由于赛程调整，原定于2月7日上
午 10点 15分进行的女子大回转比赛
被改到上午 9点 30分开始，这意味着
7日高山滑雪项目将决出两枚金牌。

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延期至2月7日

2月6日，中国队球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 张
泽伟 王恒志）7日的冬奥会赛场有望
再为国人带来惊喜。为中国代表团
摘得首金的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
曲春雨将再登冰场，冲击短道速滑男
子 1000 米和女子 500 米金牌。以资
格赛头名晋级的中国单板滑雪小将
苏翊鸣，将拿出更难的动作冲击男子
坡面障碍技巧奖牌，书写中国雪上项
目新的历史。谷爱凌则将在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项目中上演冬奥首秀。

短道速滑是中国的“王牌”，在摘
得混合团体金牌后，队员们卸下了包
袱，振奋了士气。7日的男子 1000米
比赛中，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将联
袂登场；女子 500米比赛中，范可新、
曲春雨、张雨婷也将携手战斗。

一直弱势的雪上项目也将翻开新
的篇章。7日的云顶滑雪公园将迎来单
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17岁小
将苏翊鸣将以资格赛第一名的身份向
奖牌发起冲击。作为首个晋级冬奥会
单板坡障决赛的中国运动员，苏翊鸣已
经创造了历史。他表示将在决赛中拿

出更难的动作争取高分，为国争光。
中国雪上项目另一位明星谷爱

凌 7日也将出战，谷爱凌本届冬奥会
要参加三个小项的争夺，她将在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中上演首秀。

花样滑冰将决出团体金牌。经过
前面几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队排在第五
位，落后于俄罗斯奥委会队、美国队、日
本队、加拿大队。7日将展开双人滑自
由滑、冰舞自由舞与女单自由滑的比
拼，希望中国队完美发挥，奋勇直追。

速度滑冰项目将在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决出女子1500米金牌，三名
中国姑娘韩梅、阿合娜尔·阿达克、殷
琦将争取滑出好的名次。

7日还将产生另外4枚金牌，分别
是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和男子滑降、
冬季两项女子15公里个人、跳台滑雪
混合团体标准台。

除了金牌赛事，中国女子冰球队
也值得关注。在 6日“点杀”日本、逆
转取胜后，中国女冰将在 7日迎战强
敌瑞典队，这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
手，将决定中国队的出线与否。

短道英雄再冲金单板天才欲夺牌

7日看点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
姬烨、董意行）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近日引爆购买潮，导致“一
墩难求”。北京冬奥组委回应说，已
和各生产企业进行了沟通，采取积
极措施推进产品生产，将会有产品
源源不断供应到市场，同时也提示
大家，“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哦”。

在冬奥闭环里，冬奥特许商店
门前总是排起长龙，全球各地人士
竞相购买冬奥吉祥物等特许商品。
而在冬奥闭环外，冬奥特许商店排
队的顾客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两天也有朋友问我，去哪里
可以买到‘冰墩墩’？我想这从一个
侧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北京冬奥会
的关注，是‘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 ’的 成 果 在 特 许 产 品 方 面 的 体
现。”在 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
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说。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
杜比也希望能拥有一个冰墩墩。他
说：“‘冰墩墩’很可爱幽默，充满了
正能量，我希望也能有一个，更希望
全世界青少年都能有一个。”

赵卫东说，对于“一墩难求”的
问题，北京冬奥组委正在抓紧协调，

加大供应。“另外我们也想提醒大
家，除了关注冰墩墩之外，还要关注
雪容融哦。”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
朴学东介绍说，由于需求的集中爆
发，加上各工厂的工人师傅还在春
节假期，目前出现了部分产品，特别
是冰墩墩特许商品暂时不容易买到
的情况，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
高度重视，已和各生产企业进行了
沟通，待工厂开工后，采取积极措施
推进产品生产，将会有产品源源不
断供应到市场。

朴学东说，天猫奥林匹克官方
旗舰店，每天均会有部分冰墩墩产
品上架销售，同时，还会预售部分款
式的冰墩墩产品，并将推出春节纪
念款冰墩墩，很快会在天猫旗舰店
进行预售，欢迎大家选购。

“北京 2022 官方特许商品零售
店等零售店，将采取限购措施，以使
更多人近期能够买到吉祥物特许商
品。”朴学东说，“北京冬奥组委已经
推 出 16 个 大 类 、5000 余 款 特 许 商
品，这些特许商品同样值得广大消
费者关注。同时，北京冬奥会的特
许商品，将至少持续销售到今年 6月
底，可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一墩难求”？发言人回应：
会源源不断供货，也别忘了雪容融哦

本报讯（记者 许婷）2月 5日，从
呼和浩特市走出去的运动员韩梅亮相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启了本届冬
奥会她的首场比赛——速度滑冰女子
3000米。最终，韩梅以4分07秒74的
成绩获得第15名。

比赛中，韩梅被安排在第 7组外
道出发，同组对手为白俄罗斯选手祖
耶娃。发令枪响，韩梅在 600米时领
先对手，但很快两人的频率和步幅都
变得接近。最终，韩梅在最后一圈时
发力，率先冲过终点。按照排名，韩梅
获得此次比赛第十五名。

这是韩梅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对
于该项目的比赛成绩，韩梅表示，比在
国内测试赛时提高了很多，但是和自

己的最好成绩以及和国际上的优秀选
手存在差距，接下来的比赛还会继续
努力。

韩梅，1998 年出生于呼和浩特
市，运动生涯始于轮滑。韩国平昌冬
奥会韩梅为中国队夺得女子速滑
3000米入场券，并参与女子团体追逐
项目获得第 5名。本赛季，韩梅先后
在美国、波兰等地参加了 4站世界杯
的比赛，在女子1000米、1500米、3000
米、5000米、团体追逐5个项目上为中
国队获得奥运积分。在世界杯美国
站，韩梅滑出 3000米个人最好成绩，
以 3 分 58 秒 76 的成绩打破全国纪
录。2月7日，韩梅将在“冰丝带”参与
女子1500米的比拼。

从首府走出去的运动员韩梅完成本届冬奥首秀

本报讯（记者 许婷）2 月 5 日 17
时，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季两项首个
项目 4×6 公里混合接力比赛正式开
始。内蒙古运动员褚源蒙首次登上
奥运会舞台，与队友配合，最终获得

第15名。
中国队的 4 名选手分别是孟繁

棋、褚源蒙、闫星元、程方明。孟繁棋
出发阶段表现非常出色，在射击中 5
发全中一度冲到第三名，然而在滑行

过程中逐渐被对手赶超，第一棒交接
后排名掉落到第 12名。第二棒的褚
源蒙同样在射击过程中发挥稳健，不
过滑行过程中进一步被对手拉开差
距，排名掉落到第 14名。第三棒的闫

星元未能实现反超，排名暂列第 16
名。第四棒的程方明与身前的加拿
大选手有十几秒的差距，最终通过射
击完成反超，帮助中国队最终获得第
15名。

内蒙古运动员褚源蒙参加冬季两项赛

2 月 5 日，
中国选手韩梅
在比赛中。当
日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速度
滑冰女子 3000
米决赛在国家
速 滑 馆“ 冰 丝
带”举行。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 摄

花样滑冰团体赛：

中国队创造历史首次晋级自由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