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型場地技巧賽萬眾矚目

●朱定文
希望能出奇
制勝。

北京冬北京冬北京冬奧奧奧五大必看項目五大必看項目五大必看項目

短道速滑全名為短跑道速度滑冰，是
在長度較短的跑道上進行的冰上競速運
動。19世紀80年代起源於加拿大，是在
室內冰球場地上開展的體育項目。
加拿大1905年首次舉行全國短道速滑

錦標賽；但之後要等到1975年，國際滑
冰聯盟才成立短跑道速度滑冰技術委員
會；中國在1981年引入短道速滑；到了
1988年，首次被加拿大卡爾加里冬奧會
列為表演項目；4年之後在法國阿爾貝維
爾冬奧會上，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
現時冬奧會比賽項目設有男、女子500

米、1,000米、1,500米，接力比賽女子
為3,000米，男子為5,000米。北京冬奧
會新設立混合團體接力，比賽在北京賽
區進行，一共將產生9枚金牌。
短道速滑比賽使用的是淘汰賽制，在

不違反規則的前提下，用最短時間完成
賽事者勝。500米和1,000米比賽分為預
賽、複賽、準決賽和決賽，4人為一組進
行比賽；1,500米比賽設有預賽、準決賽
和決賽，6人為一組進行比賽；而接力比
賽則只進行準決賽和決賽。

短道速滑的競爭非常激烈，為了防止
及減少運動受傷，根據規定，短道速滑
運動員在參加比賽時，必須要穿着以下
防護裝備：形狀規則、沒有任何凸起的
安全頭盔；具有防切割功能的護頸、手
套、比賽服、護腿板；冰刀刀根為圓弧
形，刀管採用封閉式，最少有兩點固定
在鞋上，沒有可動部分；護目鏡可以選
擇佩戴。港將隋鑫去年11月世界盃荷蘭
站獲得第12名的成績，創下港隊於世界
盃男子500米賽事的最佳成績，亦為港
隊爭得北京冬奧首張入場券。香港滑冰
聯盟遴選後，朱定文以今屆短道速滑世
界盃4站賽事中較佳的總成績，獲得代表
港隊資格，郭子峰則被選為後備。
21歲的朱定文因傷錯過上屆冬奧，4

年後終可彌補遺憾，首度登上夢寐以求
的冬奧舞台。由於速滑比賽充滿變數，
朱定文縱自知實力未必可跟一線選手比
拚，仍拒絕放棄任何機會：「前32名選
手中，我排名大約在30位，但滑冰不似
陸上跑步，不是最高速就可拿金牌，如
果策略成功，或許可以出奇制勝！」

2022年首個國際體壇盛事當屬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

會，雖然普通民眾對冬季運動的熟悉程度未必及得上夏季奧

運，不過論星味、欣賞指數及刺激程度卻是毫不遜色，除了

谷愛凌及羽生結弦等人氣「爆燈」的運動明星將粉墨登場

外，中國香港隊亦會派出歷屆最多的三名運動員朱定文、金

和曉及翁厚全出戰，一眾體育迷記得追星之餘亦要繼續力撐

本地選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黎永淦

短道速滑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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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結弦望最後一次在冬奧舞台
發光發熱。 新華社33

中外偶像級運動明星聚首

要數北京冬奧的焦點運動明星，中國
隊的谷愛凌定必佔一席位，而U型

場地技巧賽正是她的強項之一，U型場地
技巧賽要求運動員腳踏單板利用身體和雙
腳控制方向，在全長170米的U型賽道上
左右滑行，並在途中做出5至8個跳躍及
空翻等動作，裁判將依據動作的高度、難
度、技巧、回轉及整體效果評分，比賽分
兩輪預選賽，每輪排名前6的選手可以晉
身決賽，而決賽則有三次滑行機會，取分
數最好的一次作最終成績。
U型場地技巧賽向來是中國隊的強項之

一，而谷愛凌更是今屆冬奧的奪金希望，

這位年僅18歲的超新星不僅有着一副
「明星級」的漂亮臉蛋，技術及成績亦
是無可挑剔，在今屆世界盃U型場地技
巧賽包攬全部5站冠軍兼奪得首個世界
盃個人總冠軍，在上周的美國猛獁山分
站，谷愛凌更以97.5分創下生涯最高分紀
錄，相信要登上冬奧頒獎台難度不大。
難得的是這位「人生勝利組」態度依然

一貫謙虛：「我還是一名年輕運動員，對
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穩定水平，能夠拿
到世界盃總冠軍當然非常高興，但接下
來進入最後備戰階段十分重要，更加不
能鬆懈。」

穿着一身光鮮亮麗的舞衣在一片
雪白的冰面上隨着音樂翩翩起舞，
花樣滑冰一直是冬奧會中最受歡迎
及注目的項目之一，早於1924年便
被列入首屆冬奧比賽項目的花樣滑
冰一共分為5個小項，當中包括男
女子單人滑、雙人滑、冰上舞蹈及
團體賽，參賽者會先進行一個短節
目，只有在短節目中排名前列的運
動員才可以晉身自由滑階段，再以
短節目及自由滑加起來的總得分進
行排名，而每場比賽的得分則分為
技術分及藝術分，藝術分主要基於
選手的整體表演評分，而技術分則
是對難度及完成度的評估。
花樣滑冰是一項非常講求美感的

運動，歷史上曾出產很多人氣堪比
偶像演員的冰上明星，曾兩奪冬奧
男子單人滑金牌的羽生結弦毫無疑
問是日本體壇最閃耀的明星之一，
力爭創下3連霸創舉的他於早前結
束的全日本錦標賽封王，已經27歲
的羽生結弦雖然在普遍年輕的花樣
滑冰界屬於高齡一族，不過他仍決
意要在北京冬奧挑戰空中旋轉四周
半的超高難度動作，誓要最後一次
在冬奧舞台上發光發熱。

自由式滑雪是較新的冬季運動項目，在
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被列入冬奧比賽項
目之中。今屆冬奧自由式滑雪分成6個小
項，而空中技巧賽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男
女子項目外亦設有混合團體賽，參賽者雙
腳分別踏着一塊滑雪板以及手持雪杖，從
一個高4米、70度坡度的平台起跳，在落
地之前做出各種空翻轉體動作，每名選手
有兩次試跳機會，裁判將根據運動員表現
評定空中動作分及着陸動作分，再將兩分
相加乘以難度系數。由於運動員在空中的
時間非常短不足1分鐘，要將所有動作完
美呈現難度非常大，難度高加上優美的空
中姿態亦令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賽成為冬
奧最受歡迎的項目之一。
自韓曉鵬在2006年都靈冬奧為中國實

現金牌零的突破後，中國在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進步神速，今屆主場出擊勢將劍指
金牌。男子方面賈宗洋及齊廣璞即將第3
度出戰冬奧會，前者更曾奪得1銀1銅，
今次再度踏上冬奧舞台當然希望可以更進
一步。而女子方面31歲的徐夢桃則是中
國隊的爭牌希望，年少成名的她曾在索契
冬奧中收穫一面銀牌，雖然上屆冬奧徐夢
桃大熱倒灶無緣決賽，不過經歷4年磨練
後她已擁有更強大的內心，準備好在北京
冬奧捲土重來。

在充滿速度感和激情的冬奧會中，
冰壺賽場是一幕特別的光景，但論技
巧、懸念及刺激程度，冰壺項目可是
絕不遜色，參加冰壺比賽的隊伍一共
有4名成員以及1名後備，由主將擲
出石壺後，再指示隊友利用冰刷刷
冰，以決定石壺的滑行距離和方向，
目的是將石壺引導至「大本營」
（house）上的圓心位置，最終計算
雙方在「大本營」上的石壺數量，擁
有距離中心點最近的石壺的一方獲勝
並得1分，比賽一共進行10局，以總
分較高的一隊獲勝，由於比賽中當石
壺過了欄線後的滑行過程中，敵我雙
方隊員均可以冰刷影響滑行路線，令
賽事更添變數，經常出現未到最後一
刻也未知鹿死誰手的情況。
冰壺算是冬奧會中的新興運動，只
亮相8屆，當中以加拿大隊成績最
好，曾獲得6面金牌，而瑞典亦是傳
統勁旅，史上共奪得8面獎牌，此前
從沒試過有冰壺運動員獲得的冬奧獎
牌數超過兩面，證明這項運動各隊實
力十分接近，勢均力敵的戰況亦大大
增加了賽事的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自1月10日
零時起，深圳鐵路將實行新的列車運行圖。此次調圖
將根據客流變化，進一步優化列車開行結構，通過增
開動車組列車、調整列車運行區段等方式更好地滿足
旅客出行需求。調圖後，建站110周年的深圳火車站
將首開往上海、武漢、南京、合肥、南昌、婺源、贛
州等方向高鐵列車，上海虹橋經滬昆、昌贛、贛深高
線至深圳，最快6小時50分可達，沿線城市將加入珠

三角兩小時、三小時經濟圈。
運行圖調整後，位於羅湖的深圳火車站將開行旅客

列車107對。其中，包括首開贛州方向跨線高鐵列車
16對，將開行深圳至上海虹橋2對、徐州東1對、武漢
2對、南京南1對、合肥南1對、婺源1對、南昌7對。
調圖後，深圳站至南京南，最快7小時43分可達，

深圳站至上海的旅行時間也將縮短一半，深圳至南昌
的旅行時間將大幅縮短。深圳火車站還將開行廣深線

城際動車組63對，跨線動車組6對，普速長途列車日
常12對，過港直通車10對。
此外，深圳北至南昌西經贛深線最快3小時30分可

達，較既有經滬昆、京廣高鐵快1小時08分；深圳北
經贛深線至合肥南，最快6小時48分可達，較既有經
合福高鐵、杭深高鐵快2小時15分；上海虹橋經滬
昆、昌贛、贛深高線至深圳，最快6小時50分可達，
較既有經滬昆、京廣高鐵快1小時14分。

深圳火車站首開高鐵 抵滬時間減半

●●88日日，，鐵路工人在台州站與杭鐵路工人在台州站與杭
台高鐵首發列車合影台高鐵首發列車合影。。 中通社中通社

中國首條民營高鐵 杭台高鐵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莉杭州報道）8日，中國首

條由民營資本控股的高速鐵路杭台高鐵正式通車。杭
台高鐵連接浙江杭州、紹興、台州三地，全長266.9
公里，設計時速350公里，總投資440.3億元人民幣。
2017年9月，杭台高鐵作為中國首批八個社會資本

投資鐵路示範項目之一，由復星集團牽頭8家民營企
業組建的聯合體與浙江省政府簽署鐵路PPP項目投資
合同，民營社會資本佔比51%。據悉，社會資本參與

合作期限共34年，其中建設期4年，運營期30年，期
滿後移交給政府。
杭台高鐵途經杭州、紹興、上虞、嵊州、新昌、天

台、臨海、台州以及溫嶺9個站點，並聯通滬昆、商
合杭、寧杭、杭黃、杭深高鐵，形成一條長三角核心
區輻射浙西南，浙江省內溝通杭州都市區與溫台沿海
城市群的快捷通道。開通後，杭州到台州的鐵路出行
時間由約2小時壓縮至1小時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由中科
院地質地球所行星科學團隊與上海
技術物理研究所、國家空間科學中
心、夏威夷大學、南京大學合作的
科研團隊合作，通過對嫦娥五號探
測器所攜帶「月球礦物光譜分析儀」
探測的數據進行研究，首次獲得了月
表原位條件下的水含量。最新研究顯
示，1噸月壤中約有120克「水」，1
噸岩石中約有180克水。這一研究成
果8日在《科學─進展》上發表。
「月球上到底有沒有水？」是一

個歷時半個世紀的爭論。早在1952
年，美國化學家哈羅德．尤里大膽
猜測月球上太陽永遠無法照射到的
窪地中可能存在像水一樣的揮發性
物質。1969年至1972年，美國「阿
波羅」計劃給了宇航員「眼見為
實」的機會。遺憾的是，在實驗室
裏測量他們帶回來的樣品發現月壤

很乾，留在月球表面探測大氣的儀
器也並沒有探測到水氣。從此，
「月球是乾的」幾乎成為人們的共
識。2020年12月，嫦娥五號探測器
成功着陸在了月球風暴洋北部地
區，並將1,731克的月球樣品送返地
球，除了採集月球樣品返回地球，
嫦娥五號探測器的另外一個重要任
務是在原位條件下獲取採樣區的形
貌與物質成分，解析月表水特徵。
實驗室的數據顯示，礦物中水的

含量與其光譜吸收強度具有很好的
線性關係，這個線性關係主要與粒
徑相關。根據目前已有月壤樣品的
測量，它們的平均粒徑約60~80微
米，據此估算嫦娥五號採樣區的水
含量在120ppm以下；而岩石中的
水含量約為180ppm。相當於1噸月
壤中大約有120克水，1噸岩石中大
約有180克水。

「嫦五」揭秘月壤水含量：每噸12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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