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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冬奥会

奖牌破荒 刘佳宇好样的
单板 U 型池摘银

三朝元老终圆梦

单板 U 型池摘银，刘佳宇举起一面五星红旗，笑容格外甜美。 昨天，
在平昌冬奥会女子单板 U 型池比赛中，中国选手刘佳宇凭借第二轮的出
色发挥，拿到 89.75 分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平昌冬奥
会收获的第一枚奖牌。

京彩聚焦

各地体彩忙“
送礼”

挑战自我 亮出高难动作

作为参加过温哥华和索契冬
奥的“三朝元老”，在平昌刘佳宇终
于一偿夙愿站上奥运领奖台。决赛
第一轮，刘佳宇出场，她以空中飞
跃抓板开场，空中姿态完美，舒展
流畅，难度动作全部成功，得到了
85.50分！滑出不错的成绩，她兴奋
地面对镜头晃动着身体。最后登场
的是美国韩裔选手克洛伊·金，超
高难度动作让她得到了 93.75分。
第二轮刘佳宇加了外转 900并成

功完成，这轮她得到了 89.75分，
再次自我突破。
刘佳宇在最后一轮将 900和
1080难度动作全部亮了出来，只
可惜没站住。最后出场的克洛伊·
金连续两个 1080接 900成功，这
轮她得到了 98.25分，获得冠军。
当名次正式敲定，笑容灿烂的刘佳
宇向获得冠军的克洛伊·金和铜牌
获得者凯莉·克拉克送去了大大的
拥抱。

梦想成真 背后艰辛无数

赛后刘佳宇非常兴奋，她说这
个成绩已经超出预期，用“梦想成
真”来形容得到银牌的那一刻。谈
到出现失误的第三跳，她对当时想
法也直言不讳：想冲金牌。“做了
900和 1080的动作，但没站稳。不
后悔，挺好的！我要挑战自己最高
峰，看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不想
留遗憾。”
和 4岁就开始玩单板的天才
少女克洛伊·金相比，刘佳宇的单板
生涯开始的要晚很多。2003年，11
岁的刘佳宇“误打误撞”被教练刘长
福带进了刚刚组建的哈尔滨单板
滑雪队，自此开启了滑雪生涯。仅
仅两年后，她就拿到了人生第一个
全国冠军。此后，17岁拿到世锦赛

冠军，18岁获得冬奥会第四名。
但伤病总是和她如影随形，温
哥华冬奥会后，刘佳宇饱受左肩盂
唇撕裂的困扰，2014年索契冬奥
会前，刘佳宇进行了两次大手术。 短道有喜有忧
索契冬奥会后，刘佳宇又进行了第
昨晚进行的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0 米接力半
三次手术。两个奥运周期，5次手
6 分 36 秒 605 的成绩打破奥运会纪录，成
术，与伤病的斗争过程中，刘佳宇 决赛，中国队以
功晋级 A 组决赛。 之前进行的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半决
的成绩相对比较暗淡，当她在 赛，范可新、曲春雨均被判罚犯规出局，中国选手无缘该项目
2017年 12月 21日获得 2017/18 决赛。 图为男队在比赛中。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型场地
世界杯云顶站冠军时，距离她上次
获得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已经过去
了 4年 10个月。煎熬的过程，刘佳
宇始终内心强大，带着满满自信和 ■今日赛事预告
全力以赴的心态，刘佳宇终于在平 荩冬奥会冰壶女子小组赛
昌圆梦。
瑞士 - 中国

练习单板 不仅仅为冠军

通过一系列比赛的争夺，刘佳
宇愈发清晰自己的目标，她没有给
自己太大的压力，“专注于自己的
技术动作、能力和水平，其实最大
的对手还是自己。”平昌赛场上的
刘佳宇，除了一如既往的乐观，更
显露出成熟、自信的一面。“之前总
是受伤，反反复复离开进来、离开
进来，我想，自己热爱所以坚持，自
己喜欢所以继续，凭着对自己的肯
定和信心，我一直坚持到现在。不
管最后的成与败，只要能做好每一
天，我认了！”
从 1992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
参加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到 2014
年索契冬奥会，7届奥运征程共收

获了 53枚奖牌，其中 8枚奖牌来
自雪上项目。8枚雪上项目奖牌，
全部来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刘
佳宇的单板 U型池银牌，打开了
中国冬奥代表团雪上项目的又一
扇大门。如今的刘佳宇能够流利地
用英语接受采访，颁奖仪式上，她
满脸的灿烂笑容让人感受到她参
与运动的快乐，刘佳宇说，“单板滑
雪在中国发展十几年，如今取得奥
运奖牌，我们的进步飞快。我现在
更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运动和其
他竞技项目不一样，有它独特的文
化和体系，不是教练让你练你就
练，更不仅仅是为了竞技和冠
军。”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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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近
日，各地体彩都在行动，忙着送
出一份又一份大礼，为的是让更
多的人开心过年。浙江体彩开
出爱心专车、送出爱心车票，方
便外来务工者回家过年；湖北体
彩为外来务工者送上新春礼包，
内含最高可中 1600万元大奖
的大乐透彩票；宁夏体彩启动健
身大拜年活动，让参与者健康过
大年。
近日，浙江台州体彩为外
来务工人员送出爱心车票，舟
山体彩发出爱心专车，送大家
回家过年。
日前，台州体彩第八届“公
益体彩，温暖回家”爱心车票发
放仪式在台州市客运中心 （南
站）广场举行。该活动自报名以
来受到了广大新市民的热情关
注，由于名额有限，本次活动从
800多报名者中随机抽选出 100
多名幸运者，为他们买好了春节
回家的汽车票。他们都是平凡的
劳动者，包括超市服务员、保洁
员、送货员、保安员等等。
2月 8日，舟山体彩启动“感
恩建设者，回家幸福路”助力春
运公益活动。舟山体彩携手多家
单位，共同发出爱心专车。首班
爱心专车搭载 18名鱼山大桥预
制厂建设工人回家乡兰溪过年。
另外，舟山市体彩中心还送
出价值 1.2万元的亲情电话卡，
给春节不回家的预制厂工作者
每人送上 100元手机充值卡。
此次“感恩建设者，回家幸
福路”体彩助力春运公益活动费
用由“公益体彩，为爱奔跑”公益
慢跑活动筹集的公益金而来。
2017年 11月初，舟山体彩公益
慢跑秋冬季微信捐步活动收官，
舟山市体彩中心匹配了 10万元
慢跑公益金，已经为民工子弟学
校送去体育器材和文化活动。此
次组织的舟山建设者春节返乡活
动，让体彩公益惠及更多人群。
（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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