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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點賽事
09:00 單板滑雪 女子U型場地☆★

14:00 高山滑雪 男子超級混合☆

18:00 短道速滑 女子500米★

18:26 短道速滑 男子1000米★

19:00 速度滑冰 男子1500米☆

19:11 短道速滑 女子500米★

20:07 短道速滑 女子500米☆★

20:15 無舵雪橇 女子單人☆

20:25 越野滑雪 女子古典式衝刺☆

20:34 越野滑雪 男子古典式衝刺☆

註：☆產生金牌項目；★中國運動員參賽項目

平昌冬奧會獎牌榜
（截至2月12日）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德國 4 0 2 6

2 加拿大 2 4 1 7

3 荷蘭 2 2 1 5

4 美國 2 1 1 4

5 法國 2 0 1 3

在25日舉行的平昌冬奧會閉幕式上，作為
2022年冬奧會東道主的北京將奉獻8分鐘文藝
表演。昨日，演出設備全部運抵平昌，在採用
大量高科技設備的情況下，當地的低溫和大風
是目前工作人員比較擔心的問題。
平昌當日寒風刺骨，氣溫只有零下14攝氏
度，風速為每秒10米，而體感溫度更是低至
零下24攝氏度。當天共有12輛載有「北京8
分鐘」演出設備的卡車抵達開閉幕式舉辦
地——平昌奧林匹克體育場。
據「北京8分鐘」表演團隊演出協調部部長
張樹榮介紹，「這次張藝謀導演率領整個團隊
打破了以往的人海戰術。大家已經看到，平昌
冬奧會開幕式搞得很炫，我們這次也進行了充
分準備，運用大量高科技，但這也意味着風險
非常大。而我們排練、調試、合練的時間非常
短。」
這次演出的高科技設備需要無線遙控，而韓
國的重大活動是屏蔽無線的，不過演出團隊已
經向韓國方面報備，目前這方面不存在問題。
但張樹榮坦言，最令團隊擔心的還是平昌的天
氣。
「我們已經在國內做了抗風抗凍試驗，但閉
幕式舉辦地為五邊形露天體育場，場內有兩個
通道，實際上是兩個風口，風從這裡進來會有
反射，對我們的無線遙控有
一定影響，但我對我們的
高科技產品是有信心
的。」張樹榮說。

■新華社

「北京8分鐘」
演出設備運抵平昌

平昌冬奧會花樣滑冰比賽12日決出首
個獎牌歸屬，加拿大隊憑藉8套節目分別
拿到4個第一、1個第二和3個第三的成
績，積73分，強勢登頂。俄羅斯奧林匹
克選手以總分7分之差獲得銀牌，美國隊
獲得銅牌，意大利名列第四。以較大差距
無緣自由滑的中國隊最終排名第六，比索
契冬奧會時前進一步。
今日，花滑比賽休賽一天，明日進入單

項比賽。中國優勢項目雙人滑將率先登
場。冰壇「老」將、奧運新兵隋文靜和韓
聰希望除衝擊金牌外，更奢侈重現「神」
級《圖蘭朵》，滑到令全場觀眾起立鼓
掌。
「我和小隋還在比青年組的時候，偶然

聽隊醫講起趙老師他們（申雪／趙宏博）
和《圖蘭朵》的故事，」韓聰回憶道。他
聽完就上網找視頻，發現年代久遠的渣畫
質都無法阻隔表演本身帶來的震撼，「就
是那種渾身起雞皮疙瘩的感覺……我不知
道我和小隋能否達到那樣的高度，但在我
心裡，那是一個目標。」
「人生就是要勇於接受挑戰！我喜歡這
個音樂，我想滑！」以隋文靜的理解，申
雪的圖蘭朵是公主，溫柔、嫵媚，而她的
角色則設定為冷艷、倔強，這十分符合她
的個性——「雖說是演公主，但我更像女
王！」
2017年11月，隋韓的《圖蘭朵》在國

際滑聯大獎賽日本站的比賽中獲得155.10
分，超越了四年前俄羅斯選手沃洛索扎／
塔蘭科夫在美國站創下的自由滑最高分。
儘管這一紀錄後來又被總決賽上的德國組
合薩維琴科／馬索特超越，但在隋韓看
來，重要的是演繹屬於自己的《圖蘭
朵》——「這是屬於我們的故事。」

■新華社

隋文靜 韓聰期待滑出自己的故事

■■馬貝利向北控球馬貝利向北控球
迷告別迷告別。。 法新社法新社

亞冠盃小組賽今展開首
輪賽事。目前在港超聯賽
高踞榜首的傑志今晚8時客
場硬拚中超勁旅天津權

健，力圖爆冷「走得更遠」（now670
台直播）。
傑志對權健一役今晚在天津奧體中心

舉行，兩隊都是首次征戰亞冠小組賽，
港超與中超球隊曾在上季亞冠有過相
遇，當時恒大兩場比賽分別以7：0和
6：0擊敗東方龍獅。但與上屆東方不
同，傑志為了備戰這項亞洲頂級賽事，
招兵買馬，其中以前世界盃MVP科蘭
的加盟最膾炙人口，這名38歲烏拉圭老
將，來港後狀態逐漸提升，勢成對手的
心腹大患。
不過，天津氣溫在零下6度，對港隊
是一重大考驗。中場林嘉緯毫不諱言：
「凍到耳仔同手都好痛，草地某啲地方

好似溜冰咁，一踩落去就跣，對球員發
揮好有影響。」
主教練朱志光也稱：「天氣是第一個

敵人，球員不習慣在這麼冷的天氣下比
賽，身體僵硬，加上場地皮球行得好
快，好難控
制。」
儘管前路

難行，但傑
志上下仍充
滿鬥志，會
方在社交網
站 寫 道 ：
「有人說我
們是新手，
有人說我們
是弱旅，但
只要找緊信
念，或能創

造意想不到的驚喜。」
今晚亞冠另一場焦點賽事是上海上港

客場對陣川崎前鋒，比賽於6時開賽，
（now672台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出生於1992年的劉佳宇17歲就拿到
女子單板滑雪U型池世錦賽冠軍，

在溫哥華冬奧會和索契冬奧會上分別獲
得第四和第九。本賽季她狀態尤佳，奪
得兩站世界盃冠軍。去年底中國站上，
她更是以92.75的高分輕鬆奪冠，還做出
代表女子最高難度的1080度轉體動作。
昨日初賽，劉佳宇第10個出場。兩輪
比賽分獲87.75分及41分，最終在

24名參賽選手中位列第二；
世界盃系列賽排名第一
的美國選手克洛伊．
金以91.50分名列第
一。
隨後出場的兩屆
世錦賽冠軍蔡雪桐
兩輪比賽分別獲得
65.75分及 69分，
排名第六。根據比

賽規則，成績前12名的選手晉級。這
樣，劉佳宇、蔡雪桐攜手躋身今日的決
賽。中國另外兩名選手李爽和邱冷遺憾
出局。

劉佳宇 蔡雪桐攜手晉級
「今天滑得還是比較開心的，希望明
天也能夠開開心心地比賽，不留遺
憾。」對於如何準備今日的賽事，劉佳
宇笑着說，「好好睡覺，好好吃飯」。
除雪上項目，今日的滑冰場也迎來中

國軍團的衝金熱潮。在短道速滑女子500
米決賽，中國三名選手范可新、曲春
雨、韓雨桐再次亮相。從2002年冬奧會
開始，中國隊連續四屆都把這枚金牌收
入囊中，故今日是志在必得。不過，短
道速滑意外頻生，總教練李琰表示：
「奧運會和一般比賽不一樣，大家獲勝
願望很強，技戰術變化多，所以失誤也

多，摔倒很正常。」她同時還補充，有
些碰撞防不勝防，但有些可以預判，要
防止自己不被絆倒。
不過，日前訓練，隊員范可新表現輕

鬆，不時與教練開玩笑。去年結束世界
盃征戰後，范可新修改了自己的起跑動
作，以求更穩定地出發。「500米我還是
一輪一輪往拚，新動作感覺也挺好。」
她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突破和歷史突破和歷史，，是今日平昌冬奧賽場上中是今日平昌冬奧賽場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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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今日的女子單板滑雪級今日的女子單板滑雪UU型場地決賽型場地決賽。。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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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是 志 在 必場 是 志 在 必

得得。。

■■傑志在寒冷天氣下進行傑志在寒冷天氣下進行
適應性訓練適應性訓練。。 傑志提供傑志提供

■■劉佳宇初賽位劉佳宇初賽位
居第二居第二。。 路透社路透社

■■范可新今衝擊女范可新今衝擊女
子短道速滑子短道速滑500500米米
金牌金牌。。 路透社路透社

■■蔡雪桐晉級今日蔡雪桐晉級今日
的決賽的決賽。。 美聯社美聯社

■■隋文靜隋文靜（（左左））
／韓聰希望完美／韓聰希望完美
演繹屬於自己的演繹屬於自己的
《《圖蘭朵圖蘭朵》。》。

新華社新華社

■■2525日的冬奧閉幕式將上演日的冬奧閉幕式將上演
「「北京北京88分鐘分鐘」。」。 法新社法新社

短訊
東方ABL迎功夫 捍衛榜首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今晚於灣仔修
頓室內場上演常規賽「榜首大戰」，香港東方
再次主場出征，硬撼廣東球隊忠信功夫（有線
202及62台直播）。目前香港東方10勝2負排
榜首，而忠信功夫則以9勝2負緊隨其後。東方
副總監香振強坦言，東方現時雖是聯賽榜「一
哥」，但今次面對忠信功夫在牌面上沒有任何
優勢。不過，他確信球隊在主場若得到球迷聲
援給予力量，隊員定能交出120％表現克制強
敵，為衛冕之路打出最強士氣。門票一律80
元，下午4時起發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1996黃金一代」馬貝利退役
CBA（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常規賽前晚
結束最後一輪比賽。NBA「1996黃金一代」的
最後一位戰士──馬貝利帶領北控以104：92擊
敗目前積分排名第五的江蘇肯帝亞，並在賽後

宣佈退役。13年NBA征程，馬貝利作為著名控
球後衛，相繼効力過木狼、太陽、紐約人和塞
爾特人，2009年結束NBA生涯。一年後，他在
CBA復出，並於2011年加盟北京首鋼男籃，隨
即助首鋼男籃4年贏3冠。今季，馬貝利加盟北
控男籃，然而因北控無緣季後賽，前晚常規賽
最後一輪成為馬貝利CBA謝幕戰。 ■中新社

傑志硬拚權健 信念堅定誓創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