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34 秒 32！奥运会纪录！
中国选手高亭宇 12 日创造历史。

这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金牌，是中国
在冬奥会速滑项目上的男子首金，也是
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第四金。

至 12 日赛事结束，北京冬奥会共决
出 58 枚金牌，共创 2 项世界纪录、13 项
奥运纪录。

北京冬奥会适逢中国农历春节，从贴
春联、吃饺子到火遍全球的“冰墩墩”，中
国文化元素与冬奥会碰撞出令人目不暇
接的绚丽色彩。赛事过半，冬奥闭环内没
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全球运动员、教练员、
官员们纷纷点赞冬奥场馆设施周全、赛事
组织严密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赛场
内外，一个个精彩的瞬间在这里定格，一
幕幕动人的场景在此处上演。

北京，历史上首座“双奥之城”，张
开双臂向世界发出召唤：让我们一起向
未来！

简约、安全、精彩 “双奥之城”惊
艳世界

2 月 4 日，立春，北京冬奥会开幕。
一簇“迎客松”焰火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上方绽放，91 朵写着参赛代表团名字的

“小雪花”汇聚成一朵“大雪花”，化身北
京冬奥会主火炬台。

从令外国记者频频发出惊叹的二
十四节气倒计时，到展现中国智慧和环
保理念的“点火”构思⋯⋯一场简约而
又精彩的开幕式，拉开了北京冬奥会的
大幕，也奠定了本届赛事的基调。

“简约、安全、精彩”，这是中国向世
界做出的承诺。

大国一诺，重于泰山。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奥

会筹办期间，就一再为北京打“call”，请
人们一定要到北京去看看，中国朋友是如
何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节俭办奥理念融
入到北京冬奥会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的。

美国自由式滑雪男子选手亚历山
大·霍尔对首钢滑雪大跳台印象深刻：

“背后那些‘疯狂的’烟囱很酷！”
这里正是巴赫心心念念想让世界

看到的冬奥场景之一。十四年前，借北京
奥运会举办契机，始创于 1919 年的首钢
集团从这里迁走，留下了工业遗存。而
今，园区已停用的烟囱和冷却塔成为大跳
台项目运动员腾空时的绝妙背景，通过转
播画面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创意”。美
联社在报道中感叹，一家关闭的钢铁厂把
冬奥会运动员送上了天空。

北京冬奥会共使用了 14 个 2008 奥
运场馆遗产。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
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认为，这种场
馆利用模式，汇集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
续方面的优点，新建场馆也从一开始就
充分考虑赛后利用需求，这种办赛理念
为未来的奥运会提供了借鉴。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
会主席小萨马兰奇则看到了“无形遗
产”的力量：就像 2008 年奥运会一样，
北京冬奥会的遗产也将影响一代代中
国人，“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一
个冰雪运动国家，而这也将进一步影响
整个国家和社会”。

如今，中国已提前实现“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中国民众观看冬奥会、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情，随着冬奥会开幕日益
高涨。社交媒体上关于冬奥会的“热
搜”“爆点”令人目不暇接，网友们纷纷
表示：“第一次发现冰壶这么有意思”

“我也要去学单板，简直太酷了”⋯⋯
北京冬奥会可不止在国内“火”，奥

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首席执行
官伊阿尼斯·埃克萨科斯表示，根据相
关数据，北京冬奥会已经成为迄今收视
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而在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旗下的数字平台上，北京冬奥会
也成为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埃
克萨科斯很满意地说，截至 9 日，全球社
交媒体上有 20 亿人次的关注。

冬奥会的“火”，其实从吉祥物“冰
墩墩”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戴着一层

“冰外壳”的熊猫已经成为全球网友新
宠，运动员们纷纷表示表示太想要一个

“金墩墩”（颁奖版）了，很多外媒记者也
成为“冰墩墩”的铁粉，日本记者辻冈义
堂甚至把新闻直播做成了“带货直播”，
如今“冰墩墩”在全球都是“一墩难求”。

高关注意味着高品质。“冰丝带”不断
产生新纪录，“最快的冰”背后，是高科技
含量的注入和对冰面高标准追求的精益
求精。当走南闯北的德国老牌雪车教练
利奥波德看到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
道“雪游龙”时，赞叹说这是“超凡之作”

“雪车运动中的终极水平”。冬奥会适逢
春节，如何让全球运动员感受中国春节的

“年味”，三大赛区各显神通，外国运动员
们也入乡随俗，美国单板滑雪选手朱莉
娅·马里诺就成了“饺子粉”：“冬奥会以
来，我已吃了200个饺子。从山上（训练）
一回来，就得吃一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体育大赛
都面临“安全”考验。当下，奥密克戎毒
株肆虐全球，其传染性远胜往昔，为了
运动员们能安全参赛，北京通过高效得
力的防疫机制，打造了一个足够安全的
闭环。赛事过半，冬奥闭环内没有发生
聚集性疫情。埃克萨科斯说：“对于运
动员来说，安全参赛意义重大。目前
看，这是一届极其安全的奥运会。”

安全又充满弹性的环境也让运动员
感觉很舒适，荷兰速滑名将克罗尔直言：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地区）能（在现在这
种情形下）举办冬奥会，那一定是中国。
我们应该庆幸冬奥会在这里举行。”在他
看来，在保证防疫安全和给予运动员一定
的自由之间，组委会找到了很好的平衡。

突破与圆梦 这是“奥林匹克时间”
17 岁的苏翊鸣圆了自己 11 岁时树

立的梦想：“我要代表中国去参加冬奥
会，然后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2 月 7
日，他站在了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
坡面障碍技巧的领奖台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
肺炎疫情叠加之下的世界动荡变革期，
北京冬奥会为全世界运动员搭建了一
个展现自我、超越自我、实现梦想的舞
台，向全世界人民宣示体育的凝聚力。

美轮美奂的“冰丝带”里，每天都在创
造历史。一项世界纪录、八项奥运纪录，
其中多个纪录已尘封20年之久。非凡的
选手在这里圆梦，夺得速滑首金的荷兰选
手伊雷妮·斯豪滕激动地说：“我从小的时
候，就有一个大梦想，那就是拿到一枚奥

运金牌。今天，我做到了。”
短道速滑赛场也诞生了一项世界

纪录和五项奥运纪录。中国短道速滑
队不负“王者之师”美誉，开赛以来已夺
得两金，领跑群雄。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次实
现 7 个大项、15 个分项“全项目参赛”，
其中 35 个小项是首次站上冬奥舞台。
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摘得 4
金 3 银 1 铜，以及数不清的“第一次”、一
系列的“历史最佳成绩”，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选手的风采与努力。

半程战罢，奖牌榜上德国、挪威、美
国、荷兰、瑞典等老牌劲旅依旧排在前
列，在前两届冬奥会上均斩获两位数金
牌的加拿大目前仅得 1 金，中国则已超
越前两届冬奥会，逼近 2010 年温哥华
冬奥会 5 金的最佳战绩，很有可能在本
届创造历史最佳。

冲刺、突破、圆梦，在北京冬奥会
上，五环旗下的运动员们将“精彩”的定
义一次又一次推向新高度。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
勋。”一众老将在北京冬奥会证明着自
己的宝刀不老。36 岁的荷兰速滑老将
伍斯特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力压世界
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夺得
了自己五战冬奥会的第 6 枚金牌，也是
第 12 枚奖牌。赛后伍斯特说：“希望有
更多人相信，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拥有
夺冠的雄心，就一定能做到！”

老将老当益壮，年轻人也不遑多
让。18 岁的谷爱凌让世界刮目相看。
大跳台最后一跳她拿出此前从未做出
的 超 高 难 度 动 作 —— 偏 轴 转 体 1620
度，向金牌发起冲击。凭借近乎完美的
发挥，谷爱凌逆转夺冠。当然，她超越
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同样优秀，在第
一轮就完成了偏轴转体 1620 度的超难
动作，两人这个动作的得分也一模一
样。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场
上，她们是当之无愧的“雪上双璧”。

连续两届亚军后，23 岁的日本单板
滑雪选手平野步梦终于在北京让奖牌
换了个颜色，赢得 U 型场地技巧冠军。
平野步梦同时还是一名“双奥”选手，去
年东京奥运会他参加了滑板比赛。

“跨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
捷克姑娘埃丝特·莱德茨卡却又一次单双
板“双修”。四年前，她在平昌冬奥会同时
获得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高山滑雪超级
大回转两项冠军，此次在北京，她在单板
项目成功卫冕，超级大回转比赛未能站上
领奖台。完成“跨项”的还有33岁德国选
手丹尼斯·赫尔曼，作为索契冬奥会越野
滑雪铜牌得主，她在北京勇夺冬季两项女
子15公里个人赛冠军。

更传奇的是 46 岁的巴西人雅克利
娜·莫朗，她作为运动员参加了五届冬奥
会和三届夏奥会，其中包括 2008年北京
奥运会。这也让她成为绝无仅有的参加
了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奥
林匹克精神闪耀

2 月 5 日晚，“冰丝带”迎来了第一
个奥运纪录，但所有人目光的焦点，都
聚集在全场最慢的那个人身上——而
她，是这个项目的原奥运纪录保持者。

49 岁，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女子冬奥
选手；八届，历史上参加冬奥会次数最多

的女运动员；在过往七届中，总共拿下 5
金 2银 2铜——德国人克劳迪娅·佩希施
泰因到达速度滑冰女子 3000 米终点线
时，高举双臂，迎接属于自己的“第一”。

“我是笑着滑过终点线的。”克劳迪
娅声音微颤，“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
可是我的第八次奥运会。”

“更快、更高、更强”，是向冠军攀
登，更是一次次向自己挑战，这正是奥
林匹克精神最动人之处。

41 岁了还没拿过第一，这算不算失
败？法国人约翰·克拉雷可不这么想。在
人生第一次登上冬奥领奖台，挂上一枚沉
甸甸的银牌时，克拉雷觉得自己是最幸福
的人：“不管你是 20岁还是 41，这都不重
要。这是块奥运奖牌啊，这已经是很美好
的回忆了。”——当然，他其实拿了个“第
一”：凭借这枚奖牌，他成了冬奥史上年龄
最大的高山滑雪奖牌获得者。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小将高宏博，
在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
只进行了简单滑行，甚至连一次空中转体
也没有做。但这并非实力不济，而是因为
赛前训练时他意外脚踝骨折，对 21 岁的
他来说，“我来过”是为了不留遗憾。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运动员
们比谁都更理解“更团结”的意义。

对 17 岁的苏翊鸣来说，领奖台上两
位加拿大选手都是他的偶像和英雄。
赛场上拿出绝活一拼高下，赛场下则格
外惺惺相惜。当有网友质疑裁判打分
时，苏翊鸣和他的教练共同发声，恳请
公众终止批评。

当苔丝最后一跳失误，跌坐在雪面
上痛哭的时候，获得冠军的谷爱凌没有肆
意庆祝，她和铜牌得主玛蒂尔德·格雷莫
走到苔丝身边，安慰这名去年初痛失父亲
的法国姑娘。“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
一起滑雪、一起做喜欢的事，恰巧又是朋
友，这种氛围非常好。”格雷莫说。

北京冬奥会上，有太多和金牌、领
奖台无关的故事和感动。

24 岁的爱尔兰雪橇手埃尔莎·德斯
蒙德用了 15 年，成为爱尔兰史上首位雪
橇运动员、以一己之力创建爱尔兰雪橇
协会，终于站上了冬奥赛场；多诺万·卡
里略是墨西哥 30 年来首位参加冬奥会
的花滑选手，并在短节目、自由滑和总
成绩上都创造了个人的历史最佳战绩；
中国台北姑娘李玟仪为了在高山滑雪
女子回转比赛中完赛，一步步向上攀
登，返回自己错过的旗门，这是因为在
她心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清华大学学生孙泽宇没想到，自己
在开幕式上一声“Welcome to China

（中国欢迎你）”，竟然引来了一场社交
媒体寻人。在网友的接力寻找下，美国
单板滑雪选手特莎·莫德和孙泽宇成了

“网友”。18 岁的莫德将“中国人的友爱
与好客”记在了心里。

未来八天里，冬奥健儿们还将在北
京冬奥会上奋勇拼搏。还有更多的传
奇将诞生，更多的历史将被创造，让我
们携起手来，共同见证北京冬奥会书写
和平、友谊、进步的新篇章，奏响“一起
向未来”的交响曲。

（执 笔 记 者 王 恒 志 参 与 记 者
林德韧 王春燕 姚友明 吴鲁 刘
金辉）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惊艳 突破 圆梦
——北京冬奥会半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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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记者 卢星吉 周万鹏 王
镜宇）当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首位速度滑冰冬奥金牌得主张
虹坐在“冰丝带”的解说席上，等待师弟高亭宇“正式”加冕时，
时间似乎流逝得比八年前更慢。

2014 年的 2 月 13 日，是张虹在索契冬奥会上夺得速度滑
冰女子 1000 米冠军，为中国速滑军团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日
子。巧合的是，与高亭宇一样，她当年正是在第七组登场。

2022 年 2 月 12 日，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决赛
中，高亭宇在第七组内道出发。当他结束滑行并创造新的冬奥
会纪录后，还有第八组、第九组⋯⋯第十五组选手。回忆当时
的感觉，张虹说自己的手心一直冒汗，尽管还在解说着，却忍不
住一遍遍地望向场上的高亭宇，和成绩公告栏上他的成绩。

最终，所有选手完成了滑行，而 34 秒 32——高亭宇创造的
全新冬奥会纪录，和这名中国选手的名字，仍坚挺地站在公告
栏首位。电视转播中，张虹的声音已经嘶哑了。形容那一刻的
心情，她说：“这比我当年夺冠还要激动！”

“看着他举着国旗在场地中奔跑，我回想起自己当年的画
面。但历史就是要被突破的，纪录就是要被创造的。那一刻，
我觉得他做到了，他引领着下一代的冰雪人、速滑人有了更多
的可能性！”张虹的语气依旧未减激动。

12 日晚，张虹在颁奖仪式上为高亭宇颁发了金牌，中国两
代速度滑冰冠军完成了历史性交接。

张虹透露，这一颁奖机会其实是她争取来的。“根据原本的
安排，是由一位来自非洲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负责当晚的颁奖。
但赛后我赶紧向这名委员申请‘换班’。因为这真是很有意义
的一枚金牌，也是我原本从事的项目。这名委员欣然同意了。”

谈及颁奖前的花絮，张虹说，她曾问高亭宇能否把冠军的
金色“冰墩墩”送给她。“但是他不给。”张虹笑着说道。

“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我和他曾一起训练过，对于我
来讲他算是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吧。”张虹表示，她一直非常乐意
向师弟高亭宇传授经验。

“我和他也经常交流，比如有的时候他觉得状态不好时，或
者他调整冰刀位置时，我们都有沟通。”

同样作为冬奥冠军，张虹深知运动员在“荣耀时刻”的美妙
体验。

“比赛结束后，其实我一直告诉自己和身边的人，不要去打
扰高亭宇，让他享受这一刻。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他做得更
好！”

时隔八年

，两代中国冬奥速滑冠军这样完成

﹃
交
接
﹄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记者 张悦姗
梁金雄 马思嘉）不到 24 小时，中国女子冰壶队
在北京冬奥会上连克上届冬奥会冠、亚军！继 12
日晚击败平昌冬奥会冠军瑞典队后，13 日下午又
经过加赛局 6∶5 胜平昌冬奥会银牌得主韩国队，
取得两连胜。

中国队当日延续了 12 日变阵胜瑞典队的阵
容，由队长韩雨担任三垒，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
王芮担任四垒。

第一局韩国队先声夺人，先手从中国队手中
偷走两分。次局中国队继续后手，凭借王芮最后
一投精准轻磕扳回一分。第三局韩国队最后一
投磕到障碍壶失误，被中国队偷一分，两队打成
2∶2。随后，中国队在胶着的第四局控分成功，让
韩国队后手仅得一分。第五局中国队在对手两
分牵制的情况下，凭借王芮的稳定发挥后手得一

分，3∶3 平进入下半场。
第六局，中国队掌控了比赛主动权，形成四

分牵制局面，韩国队旋进后手得一分。第七局中国
队如愿“流局”，将后手权保留至下一局。第八局局
势稍显复杂，王芮最后一投精准击打为中国队后手
赢得宝贵两分，5∶4全场第一次取得领先。第九局
韩国队希望保留决胜局的后手优势，选择“流局”。
第十局，王芮在关键时刻心如止水，打出精彩“双
飞”，韩国队队长金恩贞后手旋进得一分将总比分
扳平，中国队带着后手优势进入加赛局。

中国队在加赛局中凭借默契配合，最后一投由
王芮稳稳打定，收获一分，从而以6∶5赢得两连胜。

作为四垒，王芮在这两日的比赛中起到主心
骨的作用。“今天就是按照计划围绕中区打进攻，
我们抓住了机会。通过这两场比赛我们更自信
了，要去拼每一场，打好每一个球。”

两连胜！中国女子冰壶队击败上届亚军韩国队

2 月 13 日，亚军挪威队选手（左一）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越野滑
雪男子 4×10 公里接力比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俄罗斯奥委会队夺得冠
军。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越野滑雪——男子 4×10 公里接力：
俄罗斯奥委会队夺冠

2 月 13 日，法国选手康坦·菲永·马耶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季
两项男子 12.5 公里追逐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法国选手康坦·菲永·马耶获
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冬季两项——男子12.5公里追逐：法国选手夺冠2 月 13 日，中国队选手董子齐（右）和张丽君在比赛中。
当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冰壶女子循环赛比赛中，中国队以 6 比 5 战胜韩国队。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2 月 12 日 ，中 国
选手董子齐（中）在比
赛中掷壶。当日，在
北 京 国 家 游 泳 中 心

“冰立方”举行的北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女 子
冰壶循环赛中，中国
队以 9 比 6 战胜瑞典
队。

新华社发

2 月 13 日，中国队选手在比赛后向观众致意。当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获得季军。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
中国队获得季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