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高难度动作收获95.25分，你可以永远相信谷爱凌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8日电（记者
杨帆、卢星吉、朱青）18日，北京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中，中国

队选手谷爱凌强势夺冠，摘得中国代表

团本届冬奥会第八金。这也是她本届冬

奥会继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夺金后的

个人第二枚金牌。

加拿大选手凯茜·夏普、蕾切尔·

卡克分列第二、三位。另两名中国队选

手李方慧、张可欣分列第五和第七位。

17日的资格赛过后，谷爱凌、张可

欣、李方慧晋级，吴梦无缘决赛，其中谷

爱凌排第一。平昌冬奥会该项目冠军夏

普和队友卡克携手晋级，近几年横扫欧

洲赛场的爱沙尼亚“天才少女”凯莉·西

尔达鲁稳稳晋级。

决赛首轮，18岁的李方慧拿到

81.75分给中国队开了个好头。上赛季

世界排名第二的英国选手佐伊·阿特金

失误，右脚雪板脱落。夏普的腾空高度

和动作衔接令人惊叹，拿到89.00分，卡

克拿到87.75分。最后出场的谷爱凌动

作力量感十足，拿到93.25分暂列第一。

第二轮，阿特金再次失误。本轮挑战

1080难度成功的李方慧拿到86.50分。西

尔达鲁本轮编排了连续多个倒滑动作，损

失较多速度和高度，拿到87.00分。夏普

向谷爱凌发起冲击——她做出连续两个

900加一个1080难度的动作组合，收获

90.00分。

谷爱凌在全场瞩目中出场，先是献上

连续两个900难度动作，随后3个动作连接

流畅，滑行质量无人能及，拿到95.25分基

本锁定冠军。

决胜轮，夏普表现更上一层楼，拿到

90.75分。张可欣首轮78.75分，第二轮失

误，本轮欲绝地反击，但出发后不久摔倒，

经过现场处理没有太大问题。24岁的卡

克全场倒数第二个出场，但尝试1080最高

难度动作失误。

谷爱凌拿到金牌！她身着红色雪服

在全场欢呼中出场下

滑，没有再做难度动

作，而是在场地内自

由滑行飞起。

中国队第八金
“U”刃有余

谷爱凌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强势夺冠

北京冬奥组委：
20日至22日
是涉奥人员离境高峰期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王君
宝）在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

组委抵离中心副主任周玲介绍，2月20

日至22日将是北京冬奥会涉奥人员的

离境高峰期。

周玲介绍，自2月11日开始，北京冬

奥会每日离境人数就已超过当日抵达人

数，为做好抵离服务工作，根据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北京冬奥组委会

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

主、商业航班为辅的航班保障原则，并在

机场协调海关、边检、地服等单位共同构

建闭环管理机制。

此外，北京冬奥会结束后，2月 25

日、26日将迎来北京冬残奥会涉奥人员

的抵达高峰。周玲介绍，为保障好北京

冬残奥会，有关部门此前已对机场的无

障碍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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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榜

代表团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截至2月18日24时）

挪威 15 8 11 34

德国 10 7 5 22

美国 8 8 5 21

中国 8 4 2 14

荷兰 7 5 4 16

瑞典 7 5 4 16

瑞士 7 2 5 14

奥地利 6 7 4 17

俄罗斯奥委会 5 9 13 27

法国 5 7 2 14

加拿大 4 7 13 24

日本 3 5 9 17

意大利 2 7 7 16

韩国 2 4 1 7

斯洛文尼亚 2 3 2 7

芬兰 1 2 3 6

今日赛程
9:30 自由式滑雪 男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

9:30 雪车 四人雪车 第一轮/第二轮

11:00 高山滑雪 混合团体

14:00 越野滑雪 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

(自由技术)

14:05 冰壶 男子金牌

15:00 速度滑冰 男子/女子集体出发

17:00 冬季两项 女子12.5公里集体出发

19:00 花样滑冰 双人滑自由滑

20:00 雪车 女子双人第三轮/第四轮

20:05 冰壶 女子铜牌

21:10 冰球 男子铜牌

今 日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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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张泽伟王恒志）北京冬奥会在19日迎

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当天将产生8枚

金牌。作为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冲金

点，花样滑冰双人滑中国选手的表现值

得期待。

隋文静/韩聪在18日的双人滑短节

目中的表现近乎完美，以第一名的身份

晋级19日的自由滑。84.41的得分虽然

仅比第二名的俄罗斯奥委会组合多0.16

分，但对于提升隋文静/韩聪的自信非常

重要。相信他们会在自由滑中拿出更好

的状态，冲击中国双人滑历史的第二块

奥运金牌，也弥补自己在平昌冬奥会仅

夺银牌的遗憾。短节目排名第五的中国

双人滑组合彭程/金杨，也将努力在自由

滑中滑出最好水平，争取更好的名次。

无论这块金牌拿到与否，中国代表团都

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佳战绩。

当天其他几个决赛项目中，中国选

手目标是努力拼搏、突破自我。女子双

人雪车比赛中，怀明明车队和应清车队

将努力更进一步；高山滑雪混合团体比

赛中，首次参赛的中国队将与欧美强队

过招；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

（自由技术）中，陈德根、王强等将全力

出击；宁忠岩、郭丹还将分别领衔出战

速度滑冰男子和女子集体出发比赛。

看中国代表团冲击最后一金
隋文静/韩聪双人滑短节目第一 为夺冠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8
日电（记者李琳海、夏亮、陈地）

“青蛙公主”谷爱凌似乎有一种

魔力，走到哪里，她都“当红不

让”。

1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

中，中国队运动员谷爱凌力压

两位加拿大选手夺得冠军，赛

后的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被

外界称为“天才少女”的谷爱凌

说：“我只有不到1%的天赋。”

“读斯坦福大学和夺得奥

运金牌是我目前两大目标，现

在我都实现了，特别享受这个

过程。”谷爱凌说。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谷

爱凌对滑雪倾注了无限的热

爱。在空中的那几秒，她就像

一只灵动的小鸟，她脚下的雪

板和她浑然一体，感觉就像踩

着“一叶扁舟”。

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参

加自由式滑雪3个项目的比拼，

最终她以2金1银的骄人成绩

收官。她表示，大家看到的只

是她夺冠的美好瞬间，但多

年来，她一刻都没有放

松。“每次去训练，我都是

第一个去，最后一个

走。”谷爱凌说。

2金1银
完美谢幕冬奥会

谷爱凌：我只有不
到1%的天赋

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中国选手隋文静（左）/韩聪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