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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平昌 2 月 14 日电
（记者张寒 易凌） 平昌冬奥会花
样滑冰比赛 14 日进入竞争更为激
烈的个人单项比拼。作为中国传统
优势项目的双人滑中，隋文静/韩
聪和于小雨/张昊完美演绎短节目
曲目，分别以第一和第五的有利位
置进入自由滑，而彭程/金杨则以
0.43分的微弱差距无缘决赛。

相比他们话题性超高的自由滑
曲目《图兰朵》，“葱桶组合”的短
节目《哈利路亚》在这个奥运赛季
里几经修改，待 14 日呈现于江陵
冰上运动场的奥运比赛冰面时，已
在初期表现爱情甜美的基础上加入
新的内涵，而隋韩的演绎细腻流
畅，酸楚、痛苦、坚持等复杂层次
的表现几度催人泪下。

他们开场做了一个后外点冰三
周单跳，紧接后内点冰三周抛跳，
三周捻转干净利落，组合旋转、步
法串、托举、死转均在难度和质量
上有超高的表现，整套节目七个定
级动作有五个被定级为四级，抛跳
还拿到了 GOE2.10 的加分，凭技
术、艺术双高拿到 82.39 分，刷新
个人短节目得分纪录。

毫无瑕疵地把整套节目滑完，
两人就着结束动作激动地拥抱。赛
后被记者问起，自曝“作准备时一

边化妆一边哭”的隋文静说当时彼
此都没说话，只是久久地抱在一
起，任泪水流淌。“无声胜有声。”
韩聪说，“那时候不需要任何的话
语了。”

隋韩之前，于小雨和张昊的短
节目《天鹅湖》已经干净、完整得
令全场惊艳，作为22对选手中第9
对出场的，两人 75.58 的得分在即
时排名榜上领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这个成绩最终排名第五。

彭程/金杨是满额参赛的中国
双人滑短节目过后的唯一遗憾，这
对 2017 年札幌亚冬会的银牌得主
因彭程的失误在开场单跳上只拿了
0.90 分，总分还被扣 1 分，尽管有
三个四级动作、两个三级动作，仍
只得到 62.61，排第 17 位，而奥运
会花滑单项只取短节目前 16名/对
比赛自由滑。

俄罗斯奥运选手塔拉索娃/莫
洛佐夫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 81.68
分排在短节目第二，勾手三周的单
跳上男伴落冰稍有不稳的加拿大老
将杜哈梅尔/拉德福德以76.82列第
三位，德国名将萨维琴科携手新搭
档马索特的短节目则因男伴单跳圈
数不够，以 0.23 之差排到了第四
位。

15 日上午，隋文静/韩聪将在

四组、16 对选手中压轴出场，塔
拉索娃/莫洛佐夫的表演则将作为
自由滑大轴。

双人滑是中国花滑本次最有望

争金的小项。2010 年温哥华冬奥
会上，“高龄”复出的申雪/赵宏博
双人滑夺冠，为中国实现花样滑冰
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首金在望？隋韩领跑双人滑短节目

2月14日，中国队选手王冰玉 （中） 在比赛中投掷冰壶。
当日，在韩国江陵冰壶中心举行的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

赛的比赛中，中国女队以7比2战胜瑞士队，首战告捷。 （新华社发）

冰壶——中国女队首战告捷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2月 13
日电 （记者甘春） 当地时间 13
日晚，上海民族乐团“海上生民
乐”音乐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艺
术中心举行，为当地观众献上了
一台传统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的中
国新民乐盛宴。

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
执棒，多位国内顶尖青年民乐演
奏家登台献艺。这是上海民族乐
团首次在比利时举办大型音乐
会，据工作人员介绍，当晚演出
门票售罄。

演出既包括 《梁祝》《百鸟
朝凤》《花好月圆》 等经典民乐
曲目，也有突显“海派民乐”特
色的 《紫竹》《墨戏》 等当代曲
目。此外，除了笙、琵琶、古
筝、二胡等中国传统乐器，还融
入了大量西方打击乐和管弦乐元
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返场曲目改编自西方观众熟
悉的高难度经典名曲 《野蜂飞
舞》，以鼓、中阮、二胡等乐器
表现，引起观众阵阵欢呼。

记者发现，观众中除了众多
中国文化的“铁杆粉丝”，还有
不少此前对中国民乐并不了解的
当地民众。54 岁的布鲁塞尔市
民范德比尔告诉记者，他是管弦
乐爱好者，但这是第一次现场欣
赏融合了西方音乐元素的中国民
族管弦乐，这让他对中国艺术有

了全新的认识。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

说，此次巡演没有采用海外演出
常见的穿插讲解互动的模式，以

纯粹的世界性音乐语言与欧洲观众
直接对话，展现了中国新民乐的开
放与自信。

此次演出是上海民族乐团今年

春节期间在欧洲 4 国巡演的第三
站，此前在伦敦、巴黎两地的演出
均大受欢迎，随后还将在德国 5座
城市演出。

中国“海派民乐”走进布鲁塞尔

2月13日，上海民族乐团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艺术中心演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纽约 2 月 13 日电
（记者周飒昂） 纽约地标性建筑帝
国大厦 13 日晚披上中国红，庆祝
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

本次帝国大厦顶层灯光设计方
案的色彩体系取自中美两国的代表
颜色，即红、黄、蓝、白 4 色，通过流
转变换的色彩，结合成“春回大地”

“阳春白雪”“生机盎然”“姹紫嫣红”
“共庆佳节”5个主题，寓意欢乐、繁

荣、和平与吉祥。
13 日上午，在帝国大厦举行

的庆祝中国 2018 年中国春节点灯
仪式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
和帝国大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约翰·凯斯勒共同启动象征点灯的
开关。

章启月表示，春节不仅是亚洲
社区、华人社区最重要的节日，同
时也是纽约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

“就在本周，所有的公立学校
将开始农历新年假期，我想很多家
长和学生都将庆祝和享受农历新
年。”她说，“我们祝愿每个人在新
的一年里快乐、幸福。”

约翰·凯斯勒在致辞中说，很
高兴能够延续这一传统，祝所有人
在狗年健康、快乐。

今年的帝国大厦春节庆祝灯光
设计方案由“欢乐春节·艺术中国

汇”和中央美术学院共同提供。帝
国大厦的橱窗当天还布置了由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设计的狗年主题
展览。

总高约 443米的帝国大厦位于
曼哈顿市中心。自 1976 年以来，
帝国大厦的顶层一直保持着通过不
同颜色的灯光来纪念各种节日和事
件的传统。2014 年，纽约州将春
节列为公众节假日。

纽约帝国大厦“穿新衣”迎春节

【上接第1版】
舒挺挺是一名实习驾驶员，春

运期间还担任志愿者，从 2 月 1 日
开始，每天上午服务时段，他都会
准时出现在自己的服务岗位上。

“春运刚开始几天，返乡过年的外
来务工人员多，行李也多，我就帮
着他们搬搬行李，有时候还会帮着
取票。”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舒挺挺的
服务内容有了些小变化，返家的在
外工作的宁波人增加，有些人不知
道该坐几路公交车，舒挺挺就成了

他们回家的“公交活地图”。“每天
回家看着手机里近两万的步行数，
还挺有成就感的。”他说。

春运期间，市公交总公司安排
500 人次的志愿者在铁路宁波站南
北广场开展志愿服务，服务内容涉
及广场公交导乘、凌晨接驳、外来
务工人员专线、大学生专线、便民
服务等。

见证宁波国际化

“我是每周二、四去铁路宁波

站的一楼售票厅服务，这里有个
Information牌子，专门由我来给外
国旅客提供帮助。”美籍华人陆连
国是海曙区南站综管办“蓝精灵”
志愿者，因为自己的英语能帮助到
很多人而开心，“在火车站做志愿
者快一年了，看着中国的高铁比美
国都发达，心里真为国家和家乡感
到骄傲。”

陆连国说，宁波经济发达，
有很多“老外”来做生意，他们
越来越多选择高铁出行。春运期
间，他每天都能帮到 10 来个外国

人。“前几天有个美国人接受帮
助后要给我红包，虽然美国流行
小费，但我告诉他，中国的志愿
者 不 收 钱 ， 美 国 人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陆连国见证着宁波城市的国
际化，也体会着帮助别人带来的
快乐。除了需要英语交流的外国
人，陆连国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是
身边的你我他，“每天回答问题
到嗓子疼，但想到为他人回家提
供 了 便 利 ， 这 就 显 得 微 不 足 道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