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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志愿者之 河南“微火”②

赛程已过半 尽显全一流冬奥评谈
第十一回

□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2月 14日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国选手徐梦桃决赛
中跳出 108.61 分，以领先第二名、上届冠
军胡斯科娃不到1分的成绩惊险夺冠。这
也是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第 5 枚金
牌，追平了温哥华冬奥会的 5金纪录。夺
冠后的徐梦桃哭着大喊：“我是第一吗？”观
者无不动容。

这是31岁的徐梦桃第四次冬奥会之旅。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20岁的徐梦桃

在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出现失误，获得第
六名；2014年索契冬奥会，徐梦桃在决赛中
发挥出色，但还有更出色的，她是银牌；
2018年平昌冬奥会，徐梦桃再次失意……

几乎与此同时，在冬奥会赛场之外的
天地里，是徐梦桃职业生涯的无限风光。
5个世锦赛冠军，21个世界杯冠军，多次世

界杯年终总冠军。在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
技巧项目的世界里，徐梦桃是当之无愧的

“一姐”——拥有世界第一难度动作，总积
分排名世界第一，世锦赛奖牌数量第一，第
一高分 116.9 分的纪录保持者。但是，这
份冠军履历独缺一枚奥运金牌，这也成了
徐梦桃的执念。在北京收获一枚冬奥会金
牌，也被徐梦桃称作“生命里的向往”。这
向往，即使是摘除了半月板，即使是经历了
数次大手术，都无法阻挡。

这份执念其实也隐含着中国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小小遗憾：除了韩晓鹏
在 2006年都灵冬奥会夺得过一枚男子金
牌，以李妮娜、徐梦桃等名将为代表的中国
女将虽然实力雄厚，在20多年冬奥会征程
中一共获得过 5枚银牌、2枚铜牌，却唯独
没有站上过最高领奖台。

不过所有的遗憾，都在2022年 2月 14
日晚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这石破天惊的一

跳之后烟消云散。在一跳定胜负的重压下
敢于拿出高难度，徐梦桃让自己的这块金
牌无可争议、成色十足。

颁奖现场的徐梦桃高举“金墩墩”难掩
激动：“我之前想过，要是真的有那么一瞬
间我能拿冠军，我能和你们说半小时。我
太激动了，一直在喊。我的梦想终于实现
了！四届冬奥会，感谢老天在家门口让我
夺金。感谢祖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多方面的
保障，感谢所有的家人和朋友。”

这是一份难得的感动和喜悦，我们更
该感谢徐梦桃。8

本报北京讯（记者 黄晖）2月 14
日是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项目最后一
个比赛日，决出 5枚金牌中的最后一
块——男子团体大跳台金牌。此前并
未出现在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名单
中的河南选手周潇洋，令人惊喜地以
递补登场的方式出现在冬奥会赛场
上。

在当晚 7点开始的比赛中，11支
参赛队伍的44名选手轮番出场，周潇
洋是中国选手中最后出场的一位。由
于各队都把实力最强的选手排在最后
一组出场，所以和周潇洋“同组竞技”
的，包括跳台滑雪男子个人标准台冠
军日本名将小林陵侑、大跳台冠军挪
威名将林德维克在内的诸多顶尖高
手。最终，周潇洋跳出86米，得到34.5
分，而中国队四名选手第一轮总得分
115分，排名第11位，遗憾地未能跻身

前八名，进入决赛轮。
出生于 2002 年的周

潇洋，是目前跳台滑雪项
目国内最优秀的男运动员之
一。2018年 9月，周潇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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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跳台滑雪专项训练 3年。在
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先期进行的项目
中，周潇洋获得两枚银牌。2021年 9
月，周潇洋曾在大跳台训练中跳出145
米的国内最好成绩。目前，他的标准
台项目成绩稳定在95米左右，大跳台
项目成绩稳定在125米以上，在国家队
里名列前茅。他也因此得以递补进入
中国队男子团体大跳台项目的最终参
赛阵容，踏上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北京冬奥会之前，中国选手只参
加 过 两 届 冬 奥 会 跳 台 滑 雪 比 赛 。

2006年都灵冬奥会，男队参加了个人
标准台、大跳台和团体大跳台。2018
年平昌冬奥会，常馨月作为中国该项
目首位女运动员亮相，并成为首位闯
入冬奥会跳台滑雪决赛的中国选手，
她最终获得女子个人标准台第20名。

据了解，进入北京冬奥会周期，中
国跳台滑雪队克服诸多困难，用最短
时间完成组队、参赛、争取奥运资格的
任务。另一方面，涞源国家跳台滑雪
训练科研基地也建成了世界上体量最

大、训练功能最完备的跳台滑雪风洞
实验室，能够模拟多种训练场景。高
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中国运动员的训
练质量和成绩得以快速提升。8

□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文/图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亮
亮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
生。作为一名志愿者，他的
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冬奥会的
主媒体中心（MMC），负责形
象景观的监督工作。听起来
挺轻松，其实事关疫情防控，大意不得。

北京冬奥会对所有涉奥人员进行闭环管理，主媒体
中心作为中外记者的“大本营”，防疫措施自然非常严格，
非接触式的手部消毒机随处可见。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各个领域检查督导，比如检查
进出物资的消杀工作，工作人员每日的核酸检测情况，手
部消毒机的液位是否正常以及整个场馆的运转状态等
等，每天晚上还要出具一份督导报告。”2月 13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杨亮亮表示，闭环内的一些工作文件和物品
需要送到环外，必须进行防疫消杀、静置。同样，闭环外
的物资进入，也需要经过这个流程。在物资交换区域，必
须核对、检查消杀工作的情况。

“因为我的岗位比较特殊，每天我都要到
岗工作，不能像别的志愿者一样轮休，但我的
休息时间比较灵活，如果工作完成，就可以提
前休息。”杨亮亮说，今年他就将研究生毕业，
只剩下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他经常用晚上
时间写论文。

主媒体中心里中外记者扎堆，相当考
较志愿者的外语水平，对杨亮亮也是如
此：“刚开始去跟外籍友人聊天的时候，害

怕水平不够、沟通不好，挺紧张，现
在感觉自己完全练出来了。”

冰墩墩的走红也给杨亮亮的志
愿者工作带来了有趣的回忆：“那天
巡查经过特许经营商品店，有个外
国记者跟我说想进去拍一下冰墩

墩，并不是买所以不想排队，我就去跟店员沟通让他进去
了。能如愿拍到冰墩墩，他高兴坏了。”

从 1月 4日进入闭环到现在，40多天过去了。“我算
了下，从进入闭环到所有工作结束，一共是 99天。作为
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志愿者，要全程服务两个赛事。”杨亮
亮说，志愿服务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两年前北京冬奥会招募志愿者
时，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据介绍，北京林业大学这次有200多名学生
进入冬奥会担任志愿者，同学们一起度过了春节，一起在各自岗位上努
力，为北京冬奥会服务。8

□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这里是平原最好、速度最快的速
滑馆。”2月 12日晚，中国速度滑冰运
动员高亭宇以破奥运会纪录的 34秒
32 夺得了男子速滑 500 米冠军之后
说。在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之际，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又用一个新纪录，
为北京冬奥会的半程总结提供了生动
的新注脚。

在2月13日下午主媒体中心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
杨树安以“一流的竞赛场馆、一流的运
动员、一流的竞赛组织运行、一流的气
象服务保障和一流的医疗救治服务。”
来总结北京冬奥会的“半程运行”。

截至12日晚，运动员们总共创造
了 13 项奥运会纪录和 2 项世界纪
录。除了运动员的硬实力，本届冬奥
会融入众多科技元素的先进场馆设施

也为新纪录的诞生提供了重要支撑。
北京冬奥会是史上首次大规模使

用二氧化碳制冷剂的冬奥会。与传统
制冷剂相比，二氧化碳无异味、不可
燃、无助燃，还可节能 30%以上，不仅
是践行绿色办奥承诺的最佳选择，也
为北京冬奥会打造出更均匀、更环保，
帮助运动员更容易提速的冰面。“冰丝
带”近 1.2万平方米的冰面，是世界上
最大的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的速滑馆冰
面，在这块平原“最快”的冰面上，创造
出了8天刷新 8项奥运会纪录、1项世
界纪录的佳绩。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
里斯托夫·杜比也在总结场馆设施时
表示：“许多方面，特别是制冷剂的使
用，我们都进行了创新，在延庆和张家
口的场馆可以看到非常好的场地条
件。赛场是最重要的，当很多竞赛选
手都说‘条件非常好’时，就意味着所

有参与方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冬奥会的赛事组织服务也令杜比

印象深刻：“他们（防疫人员）穿着防护
服、戴着面罩给我们提供服务，还要在
面罩后面向我们展示微笑。我也和一
些闭环内的志愿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
沟通和交流，他们干得非常好，这也是
一种文化交流。”

2月 12日晚，京津冀地区开始降
雪，冬奥会的三个赛区均受到影响。
在这场降雪过程中，包括冬奥会山地
赛场核心区域“百米分辨率、逐 10分
钟”快速更新的“北京睿图”数值预报
模式体系在内的一流气象服务保障，
发挥了重要作用——气象部门 2月 4
日就发布了预测并提前确定了每个场
馆降雪的时段和量级，北京冬奥会组
委会据此提前发布了天气预警信息，
而属地政府、各场馆、各业务领域积极
准备应对措施，并根据气象信息更新

情况，完善预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2月 14日上午，张家口云顶滑雪

公园，美国运动员玛琳·哈米尔在自由
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受
伤。医疗队迅速进入赛场查看伤势，
担架第一时间到位……快速的反应，
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直观感受了
一把北京冬奥会“一流的医疗救治服
务”。这只是“现场救治”部分，在快速
及时地转运受伤运动员方面，在入院
治疗的过程中，本届冬奥会同样显示
出很高的专业水平。目前，云顶滑雪
公园和延庆高山滑雪中心各有一次使
用直升机转运受伤运动员。

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在记者看
来，竞赛场馆、运动员、赛事组织、气象
预报、伤病救治等，可以一言以蔽之
曰：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办赛理念，让来
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一流冰
雪运动高手，在一流的赛事组织、气象
和医疗救援保障中，登上了可以尽展
身手的一流舞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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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团体大跳台

河南选手周潇洋
惊喜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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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记者 黄晖）
日本花样滑冰名将羽生结弦于 2
月 14 日下午在北京冬奥会主媒
体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了
在职业生涯中继续前行的意愿。

虽然，在事先的通知中说明
“不会在本次发布会中公布任何
重大决定”。但在发布会现场，羽
生结弦的话里依然隐含着对“是
否就此退役”的回应：“我对四周
半有自己的想法，这也支撑着我
走到现在。今天我又恢复了四周
半的练习，我觉得这对自己的身
体和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我回
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还想再
往前走几步。有很多人都支持
我，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虽然我
也有不甘心的情绪，但我更想用
努力进一步来回馈各位。这一届
奥运会是不是最后一届？答案是
我还不知道。当然，我希望能再

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舞台。”
羽生结弦也解释了召开这次

个人新闻发布会的原因：“这次冬
奥会我们都处于闭环管理中，在
混采区的时候，我和记者们也保
持了社交距离，所以想召开这次
发布会，更好地回答大家的问
题。我想对所有志愿者、所有利
益相关方、对所有为花样滑冰作
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

谈到自己在中国得到的支
持，羽生结弦说：“我收到了中国
观众超过两万封的信件和礼物，
热烈感受到中国观众对我的喜爱
和欢迎，在这样的氛围里比赛，我
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

最后，羽生结弦特别提到了
首都体育馆的冰：“首都体育馆的
冰面非常好，我滑得非常轻松、非
常开心，我太喜欢这个场馆的冰
面了，再次表示感谢。”8

羽生结弦：
继续挑战四周半 感谢中国观众支持

冠军！
徐梦桃梦圆

2月14日，中国选手徐梦桃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2月14日，河南的奥运选手周
潇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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