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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篇

盘点冬奥老将
“宝妈”含泪坚守

本届冬奥会有多位老将表
现令人感动，他们参加比赛的
意义已超过对金牌的追求，有
些人或许就此告别冬奥会。

王冰玉
33岁的王冰玉第三次参加

冬奥会，她在索契冬奥会后一
度退役并结婚生子。谈到北京
冬奥会，王冰玉说：“如果队伍
需要我，我会回来的。”

周妍
35岁的周妍退役后也完成

了结婚和生子，但在奥运梦召
唤下，周妍又再度投入到冰壶
当中。本届冬奥会中国队无缘
四强后，周妍饱含热泪。

张鑫
33岁的张鑫最后时刻搭上

平昌冬奥会末班车，她在空中
技巧项目上以0 . 62分的分差获
得银牌，张鑫表示，奥运会后就
退役，和爱人也就是男队的刘
忠庆结婚生宝宝。

张昊
33岁的张昊已经是第五场

出现在冬奥赛场，搭档于小雨
比他小整整12岁。为了比赛，两
个多月里张昊瘦了整整25斤。
张昊说，自己纯粹是热爱赛场
才继续坚持下来，如果身体允
许，还希望能参加北京冬奥。

希望篇

点兵冰雪新秀
“00后”惊艳亮相

平昌冬奥会上，中国队也
有许多小将闪亮登场，四年后
的北京冬奥会他们或许会成为
领军人物。

李靳宇
李靳宇在重压之下为短道

队夺得一枚宝贵的1500米银
牌，而他只有17岁，在2022年北
京冬奥会上，李靳宇将会是短
道速滑队的新领军人物。

隋文静&韩聪
隋文静22岁，韩聪25岁，在

冬奥会双人花滑当中，这对年
轻的搭档仅以0 . 4 3分屈居亚
军。“2022，你们都等着！”这是
隋文静/韩聪失金后不甘心的
霸气宣言。

张可欣
张可欣是平昌冬奥会中国

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只
有15岁。在自由式滑雪女子U
型场地决赛，张可欣位列第九
位，但这位小姑娘却对未来信
心满满，对于2022年张可欣目
标就是要拿金牌。

毛秉强
毛秉强也是自由式滑雪U

型的一位小将，只有16岁，中国
人第一次出现在了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U型场地的赛场。毛秉
强表示参加奥运会并不紧张，
只有激动和兴奋。谈到四年后
的打算和计划，毛秉强自信地
说：“四年后我要站上领奖台，
为中国拿下奖牌。” 综合

看平昌/比预想中更“冷”

武大靖/捍卫中国荣耀

望北京/2022期待圆满

2月25日，历时19天的平昌冬奥会
落下帷幕，中国队闭幕式上“北京8分
钟”象征着冬奥会已经进入了“北京
时间”。回顾本届冬奥会，经历过深度
改革的中国军团在平昌留下了许多

遗憾，而这些遗憾以及中国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改革所带来的

“红利”将会在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上进行弥补。

短道未能扛起夺金大旗

短道速滑是中国代表团的
夺金大户。在平昌，短道速滑仅
收获1金2银。

裁判的判罚尺度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中国队的成绩。但是从
自身来说，如今的中国短道队年
轻选手中缺乏天赋过人者，无法
完成抢班夺权；国际环境，欧美
更加重视这个项目，中韩之争的
格局正在被颠覆。

总体来说，短道速滑整体实
力打了折扣，直接影响了金牌数
量。雪上项目，中国代表团有突
破，也有遗憾。

单项组织中缺乏话语权

在屡遭不公判罚之后，中国
队向国际滑联提出了申诉。申诉
竟以超过时限被驳回。这折射出
一个尴尬的现实：中国在国际组
织中缺乏话语权。

“体育外交”乏力，导致中国
官员无法去制定章程以及了解
规则。因未吃透规则尺度，导致
中国短道队在比赛中屡屡陷入
被动。

国内官员如何跻身国际组
织核心决策层是一大难题。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将决定着中国代
表团在北京冬奥会上的成败。

冬运中心“动荡”带来阵痛

平昌冬奥周期之初，各行业
协会的改革如火如荼。李琰成为
中国滑冰协会的主席，申雪则成
为花样滑冰协会主席。

改革是大势所趋。不过，由
于改革主要集中在2017年，各个
协会刚刚完成竞选，具体工作尚
未全面展开。

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尚
未吃到行业协会改革的“红利”。
变革难免产生阵痛，这或多或少
也影响了中国在平昌冬奥会上
的成绩。但一系列的改革也将让
四年后的北京更令人期待。

2018平昌冬奥会奖牌榜

名次 国家 金/银/铜 总计

1 挪威 14/14/11 39

2 德国 14/10/7 31

3 加拿大 11/8/10 29

4 美国 9/8/6 23

5 荷兰 8/6/6 20

6 瑞典 7/6/1 14

7 韩国 5/8/4 17

8 瑞士 5/6/4 15

9 法国 5/4/6 15

10 奥地利 5/3/6 14

16 中国 1/6/2 9

运动员 项目 奖牌

刘佳宇
单板滑雪

女子U型场地技巧
银牌

韩聪/

随文静

花样滑冰

双人滑
银牌

张鑫
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
银牌

孔凡钰
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
铜牌

李靳宇
短道速滑
1500米

银牌

贾宗洋
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
银牌

高亭宇
速度滑冰

男子500米
铜牌

武大靖
短道速滑

男子500米
金牌

男子

团体

短道速滑

男子5000米接力
银牌

中国队奖牌统计

扫描
左侧二维
码观看武
大靖夺金
精 彩 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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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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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
分钟”表
演。

正视裁判 正视遭遇

竞技体育，成绩为王，但金
牌不能说明一切。如果不是裁判
因素，中国短道女队不至于在最
具传统优势的500米上颗粒无收。

当然，平昌之行的遭遇，也
说明一个问题，东道主，某种意
义上就是不公平的代名词。

如果说有收获，那就是中国
要在国际滑联等国际掌握话语
权的舞台上有人撑腰，有人说
话。裁判有自己的人，评判有自
己的意见，这才能真正提升中国
在世界体育舞台的地位。

男子短道 梦圆平昌

短道速滑于1992年首次成为
正式比赛项目，1998年长野冬奥
会，中国男子短道遗憾地收获2
银1铜，尤其是男子1000米决赛中
与冠军只有一个刀尖的差距。

本届冬奥会，武大靖用实力
捍卫了中国军团的荣耀，这项冠
军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
上的首枚金牌，而这枚金牌更是
中国短道速滑男队在奥运会赛
场上“零的突破”，圆了中国男子
短道人20年的奥运梦想，具有无
上的历史意义。

9次出局 中国最冤

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赛场
上中国队一共被判9次犯规出局，
是被判次数最多的。

目前短道速滑规则过于简
单，导致会出现双重标准的情况。
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中国
队就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判罚。

接下来的北京奥运周期，我
们既要争取让国际滑联制定更加
细致、合理的规则，同时也要提升
自身竞技水平，像武大靖在500米
比赛时那样，以绝对的实力来获
取理想中的成绩。

借鉴平昌：花小钱、办大事

平昌冬奥会，节俭办冬奥成
为关键词，部分场馆实现了可拆
卸的“一次性”，总支出远远低于
四年前的索契冬奥会。

平昌阿尔卑西亚小镇是本次
冬奥会媒体中心所在地，冬奥会
期间，这里资源丰富，已经从单纯
的场馆纵深发展成旅游度假区，
边观赛边旅游，已经成为阿尔卑
西亚小镇的代名词。

花小钱、办大事，减少申办城
市的成本，是国际奥委会所推崇
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表示，
希望四年后的北京冬奥会成为新
标杆，在节俭办冬奥会上树立榜
样作用。

反思冬奥：做一个好东道主

节俭是一方面，但组织工作、
尝试配套还需要完善。本届冬奥
会，东道主连续面临恶劣天气影
响，导致高山滑雪赛程被打乱，单
板滑雪部分场次也受到影响。

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在室外举
行，当天晚间温度零下10摄氏度，
由于实在太冷，运动员入场式后，
不少观众和记者都提前撤退。

媒体间设置在场馆外的帐
篷内，寒冷不说，一旦大风来袭，
很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让各
国的传媒人士叫苦连天。平昌已
经发出警示，2022年冬奥会，我们
一定要在家门口做一个让世界
赞扬的东道主。

展望北京：短道决定成败

温哥华冬奥会，中国短道速
滑女队包揽全部四枚金牌，使得
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取得突破，
而且在过去冬奥会比赛中，中国
队一共获得13块金牌，短道速滑
占据10枚，可见短道对于中国军
团的重要程度。

四年后的北京冬奥会，短道
速滑依旧是中国代表团的冲金
先锋，虽然女子在平昌遭遇低
迷，但夺得银牌的小将李靳宇四
年后更加可期，以武大靖、韩天
宇、任子威、陈德全领衔的短道
速滑男队在未来四年更加成熟，
500米、1000米、1500米以及5000米
接力都具备冲金实力。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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