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项目期待金牌突破

参加男子 1500 米的 3 名中国选手运气就不太
好。预赛中，韩天宇和许宏志都被对手撞倒，因
为对方被判犯规，才自动进入半决赛；武大靖也
是由于对手犯规，才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涉险晋级。

半决赛上，3人又被巧合地分到了一组，同组
的有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人黄大恒和后来夺冠的
林孝俊。3名队员本想在半决赛打配合，却被混乱
的场面打乱了阵脚。最终，武大靖被判犯规，韩
天宇只进入到B组决赛。

本赛季，由于受到伤病困扰，曾在索契冬奥
会夺得该项目亚军的韩天宇一直未恢复巅峰状
态。在出征冬奥前，韩天宇腰伤复发，并未跟随
大部队前往韩国。面对内忧外困的局面，韩天宇
仍旧坚持站上赛场，并在 B 组决赛中战胜韩国名
将徐一拉，第8名的成绩已是难能可贵。

遗憾虽有，但中国运动员依然保持冷静。韩
天宇说，比赛结果不会影响到自己，心态比以前
成熟了，要放下包袱比好下面的比赛。武大靖则
表示，本有抗衡的机会，可惜没有把握住。

取得男子短道速滑金牌零的突破，是中国短
道速滑男队出征平昌冬奥会的重要目标。目前，
武大靖在男子 500 米项目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
在 1000 米比赛中也有很强的实力。而由武大靖、
韩天宇、许宏志和任子威组成的男子3000米接力

队，也有望冲击奖牌甚至金牌。实现突破、创造
历史，或许就在几天之后。

女子500米有望五连冠

在中国队的优势项目——女子 500 米和 3000
米接力预赛上，队员们拿出了真本事。500 米预
赛，范可新、曲春雨和韩雨桐都顺利晋级，而她
们与周洋组成的接力队也进入到了20日举行的决
赛。更可喜的是，在韩国队之后出场的 4 名中国
女将，还打破了刚刚由对手创造的奥运会纪录。

女子 500 米算得上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王
牌，在过去的 4 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已经在该项
目上取得四连冠：2002年，杨扬在盐湖城奥运会
上为中国赢得冬奥会首金；2006年的都灵和2010
年的温哥华，王濛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卫冕；
2014 年索契冬奥会，李坚柔在 3 名决赛对手全部
摔倒的情况下“笑纳”金牌。

而今，接过这一希望的是24岁的范可新。在
过去的 3 届世锦赛上，她包揽了该项目的全部金
牌。不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比赛中，范可新却
多次陷入犯规怪圈，最好成绩只有两次第五名。

不过从预赛来看，范可新的状态值得期待。
在这个实力相对偏弱的小组，范可新一骑绝尘，
轻松晋级。根据半决赛的分组，范可新将与韩雨
桐同场作战，曲春雨则将面对韩国名将崔敏静，
后者在预赛中就打破了奥运纪录。

如果能够进入决赛，东道主选手将是范可新
最大的对手。女子 500 米是韩国队唯一没有拿过
冬奥冠军的项目，此番主场作战，必将全力以
赴。范可新要想实现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五连
冠，难度不小。

中韩角逐女子3000米接力

将于2月20日举行的女子3000米的决赛，也
将成为中韩之争。从预赛开始，中韩两队就显示
了出众的实力。韩国队在交接失误、滑出赛道的
情况下奋起直追，逆转取得小组第一；中国队也
是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俟机超越，挺进决赛。

在过去的25次冬奥会和世锦赛女子接力项目
上，有 24 次冠军被中韩两国“瓜分”。不过在冬
奥会赛场上，中国队只在2010年的温哥华夺得过
冠军。在2006年和2014年冬奥会决赛上，中国队
都因犯规无缘奖牌。

参加本届冬奥会的韩国接力队中，沈石溪和
金雅朗是上届索契冬奥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中国
接力队中只有周洋经历了 4 年前的那场失利。面
对决赛，已是冬奥会三朝元老的周洋说，“现在我
们不希望想太多，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

由于与花样滑冰在同一块场地进行，短道速
滑将在 2 月 13 日重燃战火，届时将产生女子 500
米的金牌。男子1000米和3000米接力的预赛也将
于当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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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平昌 第23届冬奥会特刊

来到平昌，最大的乐趣之一
是“看雪”。没能在北京体验的

嘻雪之趣，在冬奥会得到了满足。本届冬奥会主新闻
中心就位于雪上比赛项目所在的阿尔卑西亚场馆群。
工作之余，举目就是亮眼的雪道，俯首就能团起雪
球，肆意撒欢。

说起冰雪运动的魅力所在，其中之一便是与大自
然的融合。雪上项目离不开山地和白雪，本身就是一
景。再加上滑行其间的运动健儿，天、地、人融为一
体，构成了一幅极美的画面。人类挑战自然、追求极
限的风采，在这里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

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高、更强的座右铭，也能
在冰雪赛场找到对应。快如雪橇雪车的风驰电掣，高
如高山滑雪的千米落差，强如冬季两项的多重考验。

你有足球，我有冰球；你有跳水，我有跳台滑雪；你
有马拉松，我有越野滑雪；你有百米大战，我有短道
速滑；你有艺术体操，我有花样滑冰……冬奥会的丰
富与精彩，并不输于夏季奥运会。

在现场与在电视上看冰雪项目也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体验。在雪上项目赛场，虽然寒风彻骨，可总能被速度
与技巧之美感染得血脉偾张，没有了冷的极致感受，也
就没有了美的巅峰体验。而对速滑、冰球、冰壶等冰上项
目来说，若非亲临赛场，很难体会到现场的狂热气氛。每
当东道主选手滑出精彩表现或是打出制胜一击，欢呼的
声浪时常能“掀翻屋顶”。就算是中立观众，此刻也很难
无动于衷，不免随之燃了起来。

当然，随着直播技术的进步和虚拟现实等“黑科技”
的来袭，电视屏幕上呈现出的比赛细节越来越丰富。在

专业摄影与解说的帮助下，普通观众从屏幕中得到的综
合体验越来越好。就拿花样滑冰来说，选手的表情变化、
冰刀与冰面的摩擦、失足跌倒的一瞬……只有通过镜头
才能看得仔细。

可是话又说回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比赛现场
身临其境地感受，可绝担不得起“体育爱好者”的名号。

这也给中国冰雪项目的普及推广带来启发。平昌之
后，冬奥会就将进入北京时间。要想实现“让3亿人上冰
雪”的目标，先要让四五亿人了解和喜欢冰雪运动。在这
期间，大众传媒的力量不可小觑。通过笔触、画面、镜头、
技术，让人们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所在，从而带着期
待走进比赛现场观赛、带着装备踏上雪道、和家人一起
参与冰雪运动，那才是记者们奔波在赛场之间的最终目
的所在吧。

遗憾作别

2 月11日晚的附加赛有一种决赛的气
息——4条赛道中，只有中国和挪威两队的
比赛，全场目光都聚焦在45米长的赛道上。

入场时，王芮和巴德鑫看上去很放松，巴
德鑫一直向前来助威的观众招手致意。上午
进行的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正是以9比3
击败了挪威队，赢得了宝贵的附加赛机会。

再度交手，双方从开始阶段就展开激
烈的攻防大战，比分交替上升。5局战罢，
中国队以5比4领先。第6局，王芮在最后
一投出现失误，让对手抓住机会得到 4
分。尽管中国队在第7局再得2分，但挪威
队最后一局利用后手优势拿下比赛。

比赛后，王芮和巴德鑫都流泪了。
“这场比赛我们拼尽了全力，但是对手比
我们做的更好一些。”巴德鑫说，“这几
年，我们一直在为冬奥会做准备，几年的
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这几天。”

逆境反击

冰壶混双是本届冬奥会的新设项目。

赛前，作为两届冰壶混双世锦赛的前三
名，王芮与巴德鑫被很多人看好。

然而，冬奥赛场的凶险只有身临其境
才能体会。出战比赛的8支队伍，大部分
实力都在伯仲之间，一场比赛的成败就能
左右最终的结果。在前两天的比赛中，中
国组合1胜3负，出线形势岌岌可危。

“每个人的压力都是一样的。”巴德鑫
说，“冬奥会赛场上没有弱队，必须每一
分、每一场比赛都去争取。”

面对压力，王芮与巴德鑫也在不断调
整状态。冰壶混双是一天两赛，对运动员
的体能和心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东道
主韩国和俄罗斯奥运选手的比赛中，王
芮/巴德鑫都与对手打到了加赛局。

“我们每个机会都没放弃，战斗到了
最后一刻。”巴德鑫说，“这就是冰壶的
魅力，直到最后你才会知道发生了什
么。”

面对逆境，王芮/巴德鑫展开绝地反
击。在最后3轮比赛连胜美国、芬兰和挪
威队，为自己赢得了机会。虽然最终没能
进入半决赛，但他们证明了自己有站上领
奖台的能力。

巴德鑫说，第一次以混双运动员的身

份参加冬奥会，能够代表中国、为国战
斗，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这次比赛最
大的收获是经验，也让更多人看到和认识
了混双这个项目。”

收获经验

在冰壶赛场上，巴德鑫总是“主导”
的那一个。对手投掷时，巴德鑫常常主动
布置战术；轮到王芮扫冰，巴德鑫时常在
身后大声提醒。比赛后的采访，王芮总是
不好意思地指指身后的巴德鑫，“让他说
吧”。

28岁的巴德鑫是男子冰壶队的老队员
了。从 2010 年开始，他就成为中国男子
冰壶队的主力，并先后参加了 6 届世锦
赛。2014年索契冬奥会，担任二垒的巴德
鑫随中国队获得男子冰壶第 4 名。不过，
由于中国男子冰壶未获得平昌冬奥会入场
券，巴德鑫成了中国冰壶男选手的“独
苗”。

2016年，巴德鑫与王芮搭档，在当年
的世锦赛上获得混双亚军。去年的加拿大
莱斯布里奇世锦赛，两人又夺得第三名，
取得了平昌冬奥会的入场券。

对于弟子的表现，中国冰壶队加拿大
籍教练罗克不惜溢美之词。

“巴德鑫应对逆境的能力并不让我意
外。他能够在起伏的比赛中保持稳定，在
关键时刻拿出应有的表现。”罗克说，“这
正是在高水平比赛中所需要的。”

在混双比赛中，女选手的表现在某种
程度上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相对于经验
丰富的巴德鑫，1991年出生的王芮是首次
参加冬奥会。或许是由于紧张，王芮在多
次关键时刻出现失误，这让她遭遇了不少
外界的指责。

对于这些声音，罗克却有不同看法。
“有时候王芮觉得她打得不好，是因

为错过了一些关键分。但从数据上看，她
在所有的女选手中排名第二。”罗克说，
在冰球比赛中，运动员必须学会控制情
绪、更有耐心，而这正是年轻选手所缺乏
的。

“王芮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缺少大
赛经验。她的表现已经很棒了，我非常骄
傲。”罗克表示，王芮具备了站上赛场、
下定决心投出冰壶的能力，这就是一个

“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冠军”。
巴德鑫也认为，王芮的表现很好。

“她对大赛压力和关键环节的处理，对我
的帮助非常大。”

结束了平昌冬奥会的旅程，王芮与巴
德鑫还将继续奋战在冰壶世界中。毕竟，
在冰壶项目上，中国正在跻身世界前列。

“希望 2022年，我们还能代表中国站
上赛场。”巴德鑫说。

摔跤、犯规、逆转……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首日比赛充满意外。男子1500米比赛的诸
强混战，让中国代表团期待的首枚奖牌落了空。

尽管无缘开门红，但在女子500米和3000米接力两个优势项目上，中国选手均顺利过
关，且表现不俗。放眼即将到来的比拼，中国短道速滑队仍面临着不小的考验。要想早点
拿下首金，除了硬实力，恐怕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冰雪运动的魅力从何而来
立 风

中国冰壶混双组合无缘四强
本报记者 刘 峣

韩国江陵冰壶中心未能见证奇迹。2月
11日晚，在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的附加
赛中，中国组合王芮/巴德鑫7比9不敌挪威
组合，未能进入半决赛，遗憾作别。

尽管未能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一枚奖牌，但
王芮与巴德鑫的冬奥之旅已然收获满满。经历
磨合与成长，这对冰场搭档有望继续征战2022。

短道速滑比赛打响 中国军团全力出击

首金不远了！
本报记者 刘 峣

短道速滑比赛打响 中国军团全力出击

首金不远了！
本报记者 刘 峣

下图：2月10日，中国选手韩天宇、许宏志、武大靖 （左一至左
三） 在男子1500米半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下图：2月10日，中国选手韩天宇、许宏志、武大靖 （左一至左
三） 在男子1500米半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上图： 2月 10日，在 2018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预赛
中，中国选手范可新以43秒350的成绩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图为范可
新在比赛中。

2015年1月18日，小运动员们在青海大通鹞子沟滑
雪场体验滑雪乐趣。 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2015年1月18日，小运动员们在青海大通鹞子沟滑
雪场体验滑雪乐趣。 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冬奥

2 月 11 日晚，平昌冬奥会男女混合双人冰壶中国
队的巴德鑫/王芮组合在附加赛中惜败挪威，无缘晋级
四强。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