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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任子威、李文龙包揽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金银牌

本报特派记者黄晖
2月 7日晚，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米决赛结束了最

后的较量。最终，中国选手任子威携手队友李文龙包揽了该项目的金银
牌，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

当晚的决赛，是中国队的任子威、武大靖以及李文龙，与匈牙利的刘
少林、刘少昂兄弟之间的竞争，刘少林曾在2021年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
的冠军。

决赛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比赛还剩最后四圈时，由于场地冰面破
损，裁判鸣哨召回选手们重新开始比赛。重新开赛后，体力更加充沛的任
子威与匈牙利选手刘少林展开了激烈竞争。在最后的直道冲刺中，刘少
林力压任子威，率先冲过了终点，不过他有一个横切加手上阻挡的动作。

通过录像回放，裁判判罚刘少林比赛犯规，并取消了他的成绩。最
终，任子威拿成功夺冠，李文龙获得亚军，刘少昂名列第三，武大靖获得了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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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2月 7日上午，名将谷爱凌亮相北京首钢园
滑雪大跳台，参加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
赛并且以第五名的成绩成功挺进决赛。赛后，
谷爱凌在混采区接受了记者采访。

谷爱凌说：“我对自己今天的表现相当满
意，我第一跳做左边的1080，非常高兴，第二次
做了900，当时风速有变化，所以我走得有点太
慢了。第三跳我本来准备做右边的 1260，没
想到没有机会做，所以我还是选择安全为主，
再次做右边的 900，希望能进决赛，最终也是
进了，非常满意。我们的目标不是去赢预赛，
我们的目标是进决赛，所以希望明天我有更精
彩的表现。”

谷爱凌表示，自己最希望的是，通过滑雪，
展示冰雪运动的魅力：“我想对所有的青少年尤
其是女孩们说，我最大的希望是让大家去接触，
去试试，去感受冰雪运动，通过冰雪运动了解自
己，挑战自己，去打破界限，认识朋友，做一些以
前没有想到可以做的事情。不要有压力，不一
定做专业运动员，去玩就行。”

谷爱凌还在现场展示了自己设计的包含龙
等中国元素图案的“战袍”。

“我一直是特别关注时尚，今天这个衣服也
是我自己设计的，上面写的是谷爱凌，背后是金
色的龙，我想把中国的元素带到世界，带进自由
式滑雪。”谷爱凌说。8

□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2 月 7 日晚，2022 年北京冬奥会短
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决赛结束了最后
的较量。最终，中国选手任子威携手
队友李文龙包揽了该项目的金银牌，
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本届冬奥会的第
二枚金牌。

当晚的决赛，是中国队的任子威、武
大靖以及李文龙与匈牙利的刘少林、刘
少昂兄弟之间的竞争，刘少林曾在 2021
年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冠军。

决赛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比赛还
剩最后 4圈时，由于场地冰面破损，裁判
鸣哨召回选手们重新开始比赛。重新开
赛后，体力更加充沛的任子威与匈牙利

选手刘少林展开了激烈竞争。在最后的
直道冲刺中，刘少林力压任子威，率先冲
过了终点，不过他有一个横切加手上阻
挡的动作。

通过录像回放，裁判判罚刘少林比
赛犯规，并取消了他的成绩。最终，任子
威成功夺冠，李文龙获得亚军，刘少昂名
列第三，武大靖获得了第四名。8

第二金！
中国包揽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金银牌

谷爱凌：
想把中国元素带到世界

□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大跳台，2
月7日迎来了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
大跳台项目的较量。17岁的何金博，成了
4名河南冬奥选手中率先亮相的一个。只
可惜，资格赛三轮后，何金博以总分85.75
分，遗憾地未能进入决赛阶段的比赛。赛
后，谈及自己的首秀，何金博说：“我是抱着
学习态度来的，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这是我的起点，是一次体验，以后的路还很
长，我相信会更好，也会继续加油。”

作为世界上首例永久保留的跳台，
首钢大跳台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古代敦煌
壁画中的“飞天”，凌空的赛道曲线犹如
敦煌壁画中在空中飘舞的丝带，所以又
称“雪飞天”。能在如此梦幻的场地开始
自己的奥运之旅，何金博感觉很满意。
他告诉记者，自己前一天晚上并没有过
度紧张和考虑比赛结果，他说：“尽力就
好，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昨晚
睡前，我想了一遍自己的动作，就是从热

身开始怎么做，第一跳、第二跳该做什么，
后面怎么做。先想一遍，第二天再跟教练
沟通。”不过，对于今天的发挥，何金博还
是略感遗憾：“在第二跳的时候，本来我是
要做正滑的 double coke1620，但是我
起跳的时候经验不足，卡了一下，感觉没
发出力量，所以就只做了个1260。”

虽然没能进入最后的决赛，但 17岁
的何金博依然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历
史，成为中国首位站上冬奥会赛场的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男运动员。置身奥
运会赛场，与众多顶尖高手同场竞技的
经历，也让何金博兴奋不已。“很多国外
选手非常有实力，不管是抓板质量之类
的动作技术，还是每一个热身细节，我觉
得都非常值得学习。我学到了很多东
西，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何金博说。

实际上，年轻的何金博，其冰雪之路
才刚刚起步。2018年8月，在登封延鲁武
校习武5年的何金博，通过由河南省体育
局主导、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组织实施的跨
界跨项选材入选国家集训队。谈起习武
对自己的帮助和影响，何金博说：“武术给
我做了很多体能上的铺垫，给了我一些在
空中的意识感觉，让我对自由式滑雪项目

的融入更快了一些。”在国家集训队，何金
博不断地挑战着动作难度。先后完成正
滑 double coke1620、trip cork1440
等国内最高难度、世界杯级的难度动作。
2021年11月23日，何金博在训练中首次
完成倒滑 double coke1800（倒滑空翻
两周转体 1800），成为首个做出双板
1800度动作的中国选手。谈到今后的打
算，何金博也没忘更高难度的挑战：“其
实，我还有很多动作已经在气垫上面做过
了，今年夏天我还会尝试更多新的东西。”

虽然练习自由式滑雪时间不长，但何
金博在 2021年 10月的国际雪联自由式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积分赛马德里站比赛
中就夺得了男子组季军。转战于国际赛
场的经历，让他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冬奥
会的赛场：“我出国比赛的时候，状态其实
挺好的，但心态上不是特别好。感谢我的
生活老师，他发现了这些问题，让我从心
态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所以比赛里我已经
越来越不紧张了。”在采访中，何金博还向
记者分享了他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感受。“大家都非常热情，中国代表团一出
场就受到满场欢呼，我觉得生在中国，非
常自豪。”何金博兴奋地说。8

“雪飞天”，见证河南小将飞翔奥运赛场

□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冬奥会开幕几天，中国短道速滑火
了，“解说员”王濛火了，还有两位也火得
一塌糊涂——冬奥吉祥物。

本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2008年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五福娃成员之一的熊猫
形象再次担纲，配上冰晶外壳和冰雪运动头
盔，萌态可掬不说，还兼具科技感、运动范
儿；而另一位吉祥物“雪容融”则以灯笼为原
型设计，大红灯笼配上如意环和剪纸图案，
简直自带传统文化光环，对了，是真的会发
光哦，而且是史上第一个会发光的吉祥物。

“雪容融”搭档“冰墩墩”，宛如一对
超强的“传统现代组合”，圈粉能力迅速

“爆表”。公众热宠加上媒体关注，让两
位吉祥物成了可能是奥运史上存在感最
强的吉祥物，受欢迎程度超出了设计者
和大多数人的预期，也超出了厂家和销
售方的供货预期，供不应求。在北京冬
奥会主媒体中心二楼的官方特许商品零
售店，来自中国和海外的记者们每天都
会在门口排起长队，人多到必须分批进
店，而且需要限购的地步。

不过，吉祥物的走红看似出乎意料，
其实倒不如说是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筹
备，再到举办过程中的又一次实力圈粉，
实属水到渠成。

从 2015 年 7月 31日成功获得举办
权开始，中国文化元素就浸润在这场浪
漫“冰雪之约”的方方面面。从“雪飞天”

“雪如意”等场馆设计建设，到会徽、标
识、奖牌、火炬、火种灯、火种台等奥运元
素，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飞天、如意、何

尊、长信宫灯等元素变得生动可亲、触手
可及，“中国故事”一路走来，在充满亲和
力的“娓娓道来”中圈粉无数。待到吉祥
物登场、冬奥会开幕，这份已经经过充分

“预热”的热度，自然要再上一个台阶。
在记者身处的北京冬奥会闭环管理范

围内，中国文化彰显亲和力的例子也随处
可见——一家国外新闻机构的门口挂上了
中国结、布老虎，另一家则干脆在门上贴了
张“福到了”，走廊里用来拍合影的颐和园、
昆明湖等景区布景前，不时会有外国记者
停下脚步“来一张”，走进餐厅，不但能看到
外国记者对着煲仔饭和志愿者讨论研究半
天，还会惊奇地发现，会用筷子熟练夹菜的
外国记者可真不少……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不但携手
世界开启了这场浪漫的冰雪之约，还让
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亲和力，春风
化雨，润物细无声。8

吉祥物热度“爆表”冬奥会文化“圈粉”

豫军快报

冬奥评谈
第四回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本报通讯员 吕芳芳 赵丹

在北京冬奥会综合形象体系设计人员中，有个
来自河南新郑的小伙子，名叫侯佳豪，目前工作于中
国东道品牌创意集团。从2018年冬奥竞标开始的
那一刻，侯佳豪便作为集团首席设计师参与其中，通
过冬奥会核心图形、色彩体系、体育符号和二级图标
等的设计，致力传承奥运理念、讲好中国故事。

“参与到北京冬奥会这一国家盛事的综合形
象体系设计，我的内心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更像是在世界舞台上比赛，我们代表的是中国，
体现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侯佳豪说，当知道
自己的方案被选择的那一刻，巨大的欣喜一下涌

来，仿佛在混沌中看到了一束希望之光，一切
都值得了。

侯佳豪和他的团队出色完成了整体

冬奥综合形象体系的设计，包括2022年冬奥会核
心图形设计、色彩体系设计、体育图标设计、城市
景观设计、火炬接力品牌形象设计，以及所有竞
赛/非竞赛场馆形象景观设计（鸟巢、水立方、冰丝
带、五棵松、雪如意、雪游龙、首都机场、国家广播
中心、冬奥组委总部等近40个场馆）、志愿者相关
设计、车体景观设计、特许商品设计、门票设计、网
页设计、相关活动海报设计等等。

“佳豪能够参与铸造冬奥会良好的国际形象，
我们感到非常骄傲。作为他的家人，我们坚定地
支持他的事业和梦想，永远做他最坚强的后盾！”
由于工作原因，春节期间侯佳豪没能回新郑老家
与父母团聚，但在电视中看到儿子设计的元素呈
现在冬奥会上，父亲侯永旺、母亲王彩红心里高兴
得像开了花一样，“这也是孩子送给我们的最好的
新春礼物。”③6

新郑小伙侯佳豪——

创意设计呈现精彩冬奥形象

22月月77日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夺得北京冬奥会男子坡面障中国选手苏翊鸣夺得北京冬奥会男子坡面障
碍技巧银牌碍技巧银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壮吴壮 摄摄

◀2月 7日，中国
选手谷爱凌晋级北京
冬奥会女子大跳台项
目决赛。 新华社记
者 熊琦 摄

2 月 7 日，中国选手任子威
（右）与匈牙利选手刘少林在比赛
中冲线。最终任子威成功夺得北
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
的金牌。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