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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颗粒物及其组分特征
呼和浩特市PM2.5中硫酸盐、硝酸盐、铵盐（合称 SNA）占比总和为 32%，

有机物、元素碳占比分别为45.6%、4.2%，地壳物质（来源于土壤风沙、建筑及
道路扬尘）占比为8.5%，氯盐占比为5.7%，微量元素占比为4.1%。表明呼和
浩特市细颗粒物主要来源于燃煤、扬尘、生物质燃烧等污染源的一次排放，
SO2、NO、NH3等气态污染物的二次转化贡献率较低。

2月7日呼和浩特市空气质量状况日报
一、全市空气质量状况
2月7日，我市PM2.5日平均浓度为10μg/m3，空气质量级别为优。

表1 城市空气质量统计表

序号

1
盟市

呼和浩特市

PM2.5日平均浓度（μg/m3）

10
空气质量指数类别

优

注：国控站点数据为原始数据。

二、旗县区空气质量排名
9个旗县区PM2.5日平均浓度为 8～25μg/m3，均达标，空气质量级别均为

优。

表2 旗县区空气质量排名统计表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旗县区

新城区

土左旗

玉泉区

赛罕区

回民区

托县

和林格尔县

清水河县

武川县

PM2.5日平均浓度（μg/m3）

8
9
10
10
12
19
20
24
25

空气质量指数类别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注：国控站点数据为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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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看点

“00后”中国运动员书写奥运精彩

北京冬奥组委总结“绿色办奥”两大关键词：

低碳管理、生态保护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姬烨

汪涌 董意行）在9日的北京冬奥会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
长李森用低碳管理和生态保护两大关
键词，来概括冬奥筹办践行“绿色办奥”
的成果。

“我们在申办时就承诺，北京冬奥
会所产生的碳排放将全部实现中和。
筹办6年多来，我们通过低碳场馆、低碳
能源、低碳交通、低碳办公等措施，最大
程度减少碳排放，同时采取林业碳汇、
企业捐赠等碳补偿方式，从而保障了北
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李
森表示。

他举例说，北京冬奥会一共利用了
6个北京 2008年奥运会竞赛和非竞赛
场馆。其中，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变
身“冰立方”成为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
场馆，通过采用可转换的钢架支撑系统
和可拆装的制冰系统，创造性地实现了

“水冰转换”，成为夏奥遗产变身冬奥场
馆的典型。这种转换模式大幅降低了
后期拆除改造的成本，也减少了新建场
馆产生的碳排放。此外，冬奥全部场馆
常规电力消费也100%使用绿电。

对于生态保护，李森介绍说，我们坚
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
保护与场馆建设统筹规划、一体推进，守

护了赛区的绿水青山；我们立足于京津
冀协同发展，综合开展治沙、治气、治水
工程，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他举例说，在延庆赛区，在场馆建
设前开展了规划区域的环境影响评价，
针对主要保护植物的生长条件，实施了
就地、近地、迁地三种保护措施。对受
施工扰动小的植物进行原地保护；对于
施工过程中无法避让的植物，进行近地
或迁地保护。虽然这些植物“搬了家”，
但是经过园林单位的精心养护，它们依
然生长得很好。

此外，他们还通过表土剥离的方
式，对延庆赛区进行了有效的生态恢

复。山区表土是宝贵的自然资源，蕴含
丰富的种子库。延庆赛区在场馆建设
前开展了一年时间的表土剥离和收集
工作，为了不破坏表层土壤，大多数剥
离工作都是人工完成的。延庆赛区一
共剥离了 8.1万立方米表土，这些表土
已全部用于赛区内的生态修复和景观
重建等工作。

“我们还通过草皮剥离、回铺的方
式，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区域恢复了
3500平方米的亚高山草甸。到了春天，
你会看到这片生机盎然的草甸和草甸
上随风摇曳的胭脂花，它们和冬奥场馆
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李森说。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9日电（记者
刘博、郑直、杨恺）9日，单板滑雪U型场
地技巧资格赛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举
行。日本选手平野步梦和美国选手克
洛伊·金分获男、女子资格赛第一名。
中国选手蔡雪桐、刘佳宇、邱冷晋级女
子决赛，四名男选手无缘决赛。

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分
两轮，取选手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进
行排名，前12名晋级决赛。

女子方面，蔡雪桐、刘佳宇、武绍
桐、邱冷四名中国运动员出战。

首轮比赛，刘佳宇第一个出场，在
第三个动作时摔倒在U池中，只拿到了
15.25分。第二轮比赛，刘佳宇发挥稳
定，得到72.25分，成功晋级决赛。

挺进决赛后，刘佳宇表示决赛会
“放大招”。“我会放大招，在自己的福地
云顶滑雪公园比赛，感到非常开心和放
松，明天你们就为我祈祷吧。”

另一位冬奥会“四朝元老”蔡雪桐
首轮凭借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得到
83.25的高分。她在第二轮尝试高难度
动作失误，最终排名第三晋级。

“第二跳很想把 back side（内转）的
动作做好，但是很遗憾没有做成，明天再
继续加油吧。决赛肯定会增加难度，要不
这四年的努力白费了。”蔡雪桐在赛后说。

武绍桐连续两轮出现失误，无缘决
赛。邱冷在两轮过后排名第12，压线晋级。

平昌冬奥会冠军克洛伊·金资格赛
排名第一。蔡雪桐认为她带来的不仅
是压力还有动力，“克洛伊滑得很好，我
一直在挑战她。跟她一起比赛是一件
非常有意思和令人享受的事情”。

男子方面，中国队谷奥、范校兵、王

梓阳和高宏博4名选手携手首次为中国
队实现满额参赛，但最终无缘决赛。

范校兵在赛后表示，目前和高水平
运动员相比差距在动作和高度上，下一
个奥运周期将继续弥补不足。

日本队选手平野步梦发挥完美，两
轮比赛后排名第一。单板名将肖恩·怀
特第一轮出现失误，第二轮中凭借一套
连贯的高难度动作获得 86.25分，排名
第四晋级决赛。

女子决赛将于2月10日进行，男子
决赛将于2月11日进行。

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中国三女将晋级 平野步梦男子头名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张
泽伟、王恒志）北京冬奥会将在 10日
决出 8枚金牌，中国军团有望在其中
的两个雪上项目中冲金，分别是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和单板滑
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的
传统优势项目，涌现了不少优秀运动
员，从郭丹丹、李妮娜、韩晓鹏到如今
的徐梦桃、贾宗洋、齐广璞。空中技
巧混合团体是北京冬奥会新增的项
目，中国队具有整体优势，自然希望
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

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同
样是中国队的冲金点。三名中国选
手蔡雪桐、刘佳宇、邱冷闯入了 10日
的决赛，其中，七获世界杯总冠军的
蔡雪桐以资格赛第三名的身份晋级，
在平昌冬奥会为中国单板滑雪实现
奖牌“零的突破”的刘佳宇以第七名
的成绩晋级。这两位“四朝元老”将
在主场再一次向金牌发起冲击。

花样滑冰赛场将决出男子单人
滑金牌。在此前结束的短节目中，中

国名将金博洋和夺冠呼声最高的日
本明星羽生结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失误，分别暂列第 11 位和第八
位。10日的自由滑，金博洋希望超水
平发挥，争取更好名次。而羽生结弦
要想绝地反击、实现冬奥会男子单人
滑三连冠伟业，除了要成功挑战阿克
塞尔四周跳外，还要看排在他前面的
对手的发挥。

高山滑雪赛场将决出男子全能
金牌，徐铭甫、张洋铭填补了中国队
在这个项目上的参赛空白。起步较
晚的中国雪橇队也将在当天的雪橇
团体接力决赛中争取突破自我。

当天另外三枚金牌将在单板滑
雪男子障碍追逐、越野滑雪女子 10
公里（传统技术）、速度滑冰女子5000
米中产生。

10日的其他比赛也值得关注，中
国女子冰壶队将一日双赛，先后对阵
丹麦队和瑞士队；中国男子冰壶队将
迎战俄罗斯奥委会队；中国男子冰球
队将遭遇强大的美国队；男子钢架雪
车将进行前两轮滑行。

驭雪而驰、跃向蓝天、翻转两周、转
体1620……3秒钟后，稳稳落地，雪板激
起的雪沫划破全场紧张的寂静，中国选
手谷爱凌大声尖叫，双手抱头，掩面而
泣。2003年出生的她，用从未做出的超
高难度动作成功挑战第三跳，上演超级
大逆转，在 8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摘得桂冠。

在这场冰雪盛宴中，像谷爱凌一样
的中国“00后”冬奥健儿们，脚踩冰刀雪
板，驰骋冰雪赛场，演绎出冰天雪地里
炙热的青春力量。截至 8日，本届冬奥
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斩获3金2银，
其中，“00后”运动员贡献了1金2银。

纵横赛场，摘金夺银
8日上午，在碧空如洗的北京石景

山，首钢滑雪大跳台格外“吸睛”——中
国运动员谷爱凌将要登场了。

前两跳，谷爱凌分别完成偏轴转体
两周 1440动作、偏轴转体两周 1080动
作，而倒数第二位出场的法国名将苔丝
则连放“大招”，占据上风。

竞技体育的魅力也许就在于，悬念
总能在最后一秒结束时揭晓。最后一
跳，谷爱凌尝试转体 1620，这是目前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女选手能做出的最高
难度动作，而这一次“绝地反击”，最终
决定了冠军归属。

逆转取胜，跌宕起伏。这名“00”后
夺得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奥
会历史首金、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雪
上项目首金，同时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
目在冬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我一直说，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
打败其他选手，我只想去打破自己的界
限。”谷爱凌说。

就在前一天，张家口赛区崇礼云顶
滑雪公园迎来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在“雪长城”赛道的最后一段跳
台区，首战冬奥的17岁小将苏翊鸣冲天
而起，稳稳落地，以全场第一个 1800动
作拿下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北京
冬奥会首枚雪上项目奖牌，也是中国单
板滑雪首枚冬奥会男子项目奖牌。

在此前的资格赛上，苏翊鸣作为30
名选手中最年轻的运动员，在首轮倒数
第三位出场，他在道具区空翻下屋檐，

随后流畅地进入跳台区，惊艳完成1440
接内转 1260 接 1620 的高难度动作组
合，成为首个晋级冬奥会单板坡障决赛
的中国运动员。

时代滚滚向前，如今，“00”后们也
站上了国际大舞台，在历史书上“挥毫
泼墨”。

青春与冬奥碰撞出人生新体验
曾几何时，李文龙没有想过，北京冬

奥会开幕的这一天恰巧是他的 21岁生
日，他更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还将迎
来自己的奥运首秀。2019年，李文龙进
入中国短道速滑队，奥运梦想照入现实。

短道速滑男子 1000米资格赛 5日
打响，李文龙顶着巨大压力，与实力强
劲的韩国选手黄大宪同场竞技，并顺利
晋级 1/4决赛。他人生的赛道上，自此
多了一次全新体验。

人生难得几回搏。李文龙在决赛
中拼尽全力，把日夜训练的汗水，最终
化为首次冬奥亮相中的一枚银牌。

“从比赛经验到临场应变能力，再
到战术的执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在
北京冬奥会的舞台上，李文龙收获了体
验，也增长了经验。

跳台滑雪项目在中国起步较晚，但
近年来发展迅速。本次冬奥会上，中国
跳台滑雪队的参赛人数和项目数均创
历史纪录，其中就有彭清玥和宋祺武两
位“00后”选手。

2月 7日晚，彭清玥和宋祺武与队
友参加跳台滑雪混合团体标准台的比
赛，虽最终无缘决赛轮，但对于分别只
有 17岁和 20岁的两位小将来说，尽全
力完成首次奥运之旅便是胜利。

彭清玥和宋祺武通过跨界跨项选
拔进入跳台滑雪队，接触跳台滑雪都只
有三四年的时间，从田径场到站上超过
百米的高台，两位“00后”刷新起点，不
断适应调整，也期盼着蓄力腾飞。

宋祺武在赛前试跳时落地摔倒，但
仍坚持完成比赛。“落地时摔了一下，有
一点头晕，但是感觉还好。对于跳台滑
雪来说，摔倒是家常便饭。第一次参加
冬奥会，也是向世界顶尖选手学习的机
会。从田径转项跳台滑雪，为自己的运
动生涯带来了新的机遇，希望未来能飞

得更远。”宋祺武说。
体育，因热爱而“双向奔赴”。即便

对于“久经雪场”的“滑雪深度爱好者”
苏翊鸣来说，北京冬奥会也是一次崭新
的体验。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赛道“雪长城”独具魅力，“中国风”的城
墙与屋檐颇有古意。“道具的造型特别
有特点，对我们滑手来说，在房顶完成
自己喜欢的动作，是特别大的一个乐
趣，十分享受这个比赛过程。”

中国青春力量上演奥运精彩
冰天雪地里飘扬的每一次呐喊声，都

以另一种方式激励着“00后”运动员们，而
赞美声更是对中国青春力量的鼓舞。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
赛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到场观
赛。谷爱凌夺冠后，巴赫亲自送上祝
贺。“谷爱凌是令人赞叹的，其他两位获
得奖牌的运动员也是。这是一场惊险
刺激、让人难以呼吸的比赛。”

“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冬奥会比赛
中，谷爱凌站上了冠军领奖台，我可以
想象到在最后一跳时，谷爱凌一定在
想，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她从来没有做出
的动作。我觉得在场所有观众应该都
感觉到，这是一场多么精彩的比赛。”巴
赫补充说。

飞扬的雪沫，旋起的冰屑，中国“00
后”健儿们鏖战赛场，用拼搏展现青春
力量。无论是否摘得奖牌，他们站上赛
场的那一刻，每一滴带着热气的泪水与
汗水，都显得格外温柔，只要让青春的
风采在赛场上空飘扬，小将们就已经拿
到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作为中国首位入围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比赛的男子运动员，何金博
在 7日的资格赛第三跳中，完成两周偏
轴转体1800，这是他目前做过的最高难
度动作，也是他第二次在世界大赛中完
成该动作。但遗憾的是，最终排名第27
的他就此止步。

“这是我完成质量最好的一次。”17
岁的何金博赛后说，“我是抱着一种学
习的态度来的，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
始，这是我的起点。”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完成首次奥
运亮相的彭清玥说：“我想对4年后的自
己说，2022年的我已经成功了，希望4年
后的自己越来越好。非常荣幸能够代表
中国参赛，未来要继续练好基本功，争取
多参加几届冬奥会，为国争光。”

即便已有银牌入账，北京冬奥会也
只是李文龙的一个起点。“我很激动，但
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也是对我
的鼓励。我还要继续拼下去，把奖牌的
颜色换成金色。”

致向青春的呐喊声，总朝着拼搏的
方向。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执笔记者：
赵旭；参与记者：乐文婉、胡佳丽、李春
宇、王浩宇、马锴、赵建通、高萌、刘博、
郑直、杨恺、吴书光。）

2月7日，亚军中国选手苏翊鸣在奖牌颁发仪式
上。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2月8日，冠军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在奖牌颁发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中国雪上冲击两金
羽生能否绝地反击

2月5日，中国选手宋祺武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2月7日，中国选手李文龙在颁
发礼品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2月7日，中国选手何金博在比
赛中，最终他排名27无缘晋级。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2月6日，中国选手彭清玥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王
镜宇、赵雪彤、何磊静）两金在手的中
国选手任子威在 9 日晚进行的北京
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500米半决赛
中被判犯规出局，无缘第三金。

在当天的男子 1500米四分之一
决赛中，此前获得了混合团体接力和
男子 1000米金牌的任子威以小组第
一的身份晋级，参赛的另外两名中国
选手孙龙和张添翼都被淘汰出局。
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中，任子威第
三个冲过终点。随后，当值裁判认
定，当哈萨克斯坦选手加利亚赫梅托
夫试图超越任子威时，任子威有手臂
阻挡动作，因此被取消了比赛成绩，
无缘决赛。

任子威赛后说，他本以为和韩国
选手的碰撞会有犯规，没想到和哈萨
克斯坦选手的碰撞被判犯规了。他
承认，这场比赛想法比较多。

“前两场轻装上阵，这场包袱有
点重。”任子威说，“很多人说拿三块
金牌，这个项目没有绝对实力，之前
1000米没给自己压力。今天主要是
想法太多，不仅仅是赛场上的，还有

很多外界的，担心自己比不好。带着
这种心态比赛，上场之前已经输了一
半。”

在 3场半决赛中，有多名选手因
为对手犯规被判进决赛，因此总共有
10位选手出现在当晚的男子 1500米
决赛中。韩国选手黄大宪在后半程
完成超越之后牢牢占据领先位置，最
终以 2 分 09 秒 219 的成绩夺冠。加
拿大选手杜博伊斯和俄罗斯奥委会
队的叶利斯特拉托夫几乎和黄大宪
同时撞线，最终两人分别以 2分 09秒
254和 2分 09秒 267的成绩获得银牌
和铜牌。

在当天进行的女子 1000米预赛
中，参赛的 3 名中国选手韩雨桐、曲
春雨和张楚桐都成功晋级。在女子
3000米接力第一场半决赛中，中国队
名列第二，与获得第一的荷兰队携手
晋级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加拿
大队和韩国队获得前两名，也入围决
赛。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的下
一个金牌日是在 11 日，届时将决出
女子1000米冠军。

任子威被判犯规无缘冬奥第三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