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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感触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自由式

滑雪奥运金牌得主，我感觉特别

好，最好的那一秒钟就是做向左

偏轴转体 1620 度的瞬间，之前从

没做过这个动作，包括在蹦床和

气垫上也没有。比赛在最后关头，

选择 1620 动作时我知道自己已

经站上领奖台了。但这是一个能

让全世界看到这项运动核心魅力

的机会，我一直说要打破自己的

界限，所以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去

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成功

落地，我仍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是最高兴的一秒钟。

从 2 月 4 日到 18 日，我每天

不是在训练，就是在比赛。其中 6

天内参赛了 3个不同项目，作为

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项目唯一

进入了三项决赛的女运动员，身

体虽然很累，但我更关注心理和

头脑的变化，冬奥会真的和其他

比赛完全不一样，对心理抗压力

是新的考验。

平衡好运动员和学生

这两个身份

我当时是唯一一名从正常高

中毕业的运动员。每周一到周五

我正常上课，周末两天去滑雪。周

五晚上妈妈开车 4小时送我到太

浩湖，我就在车上做作业，把所有

内容都完成，这样后两天就可以

100%地投入滑雪中。我觉得任何

事情如果每天去做都会感到无

聊，所以虽然我时间少，但效率

高，这不仅保持了我对滑雪的热

爱，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方式，帮

助我打好基础。去年我提前一年

毕业，是我们高中首位提前毕业

的学生，之后就开始备战冬奥。现

在这个目标实现了，我又回到以

前的方式，一边上课一边滑雪。

对即将到来的大学时光，特

别期待，也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

已经两年没有上课。多数为网上

听一些科学研究方面的课，或一

些我感兴趣的学习材料。而且我

一直都在写日记、写作文，以后我

也想出版自己的书。

大学里，我想学习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相关内容，

以及物理和写作，这是我最感兴

趣的三个方向。

规划首先是“搭桥”，比如现

在对我而言，可以通过滑雪让不

同的人通过不同方式交流，以后

我也希望找到一些其他方式促进

交流。

第二是物理，我觉得星星和

宇宙特别有趣，我一直在听相关

内容，也想学习，但不会当专业去

做。

第三是写作，我一直特别喜

欢写作，不仅是日记，今年我的第

一篇文章《我承认，我爱上了恐

惧》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也被网

友们翻译成中文阅读，这让我很

骄傲，所以我也想学习写作。

中国、美国不同的文化背景
两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和帮

助特别大。我记得小时候暑假

在北京上补习班，打出租车去上

课，我给司机打电话说在西南路

口等他，车到了后我使劲挥手示

意，但车没停。我又给司机打电

话，结果他说没看见我。几次都

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可能司机看

我像外国人，而我在电话里讲

话，他们以为我是中国女孩。此

后我再打车时，会提前告诉司机

我可能像外国人，如果看见我挥

手必须停。

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让我

在很小年纪就认识到自己是谁，

我在中美两种文化中都有所学

习，最终将两种文化融合于自身，

让我的想法和学习能力得到提

升。我看人们做不同事，穿不同的

衣服，吃不同的食物，都觉得很

好。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的饺子，在

美国时也很喜欢吃汉堡，所以对

于不同的文化，都去喜欢和欣赏

是最好的。

在中国，我受到了很好的教

育，从小奶奶就教我乘法口诀，后

来上补习班，也结识了很多朋友。

美国是我体育生涯的开始，我从

小在美国跑步，又在中国学习骑

马。我特别喜欢体育，所以每次暑

假回中国时，就想办法接着去做。

后来，我还组织一起上数学课的

女孩们晚上去打篮球，她们也特

别享受，也会帮助我学习中文，这

些都是文化交流。

体育精神无国界
体育让世界变得更近，让不

同文化之间彼此了解，这永远是

最大的目标。我一直说体育是没

有界限的，不是国家界限，是人类

界限，体育是很好的一种促进文

化交流的方式。

去年，我和一个滑雪品牌的

几名队员一起滑雪、录像，她们分

别来自美国、法国、瑞士、瑞典、挪

威等国。我们七八个女孩住在一

起，互相分享不同国家的文化、美

食。第一天晚上我给大家做饺子。

我从小就跟着奶奶一起包饺子，

我会包，但没有自己和过面，于

是给奶奶打电话询问比例，要放

多少水多少面。我又去超市买了

很多韭菜。最后带着所有人一起

学一起包，像一个大家庭。最后

大家包出了不同形状，边玩边

笑。

后来，挪威的朋友对我说，她

通过一个饺子学到了中国文化，

并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瞬间。瑞士

的朋友也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

做饺子面，她也想和她的朋友、家

庭分享。我说你凭感觉就行，最后

她们包的饺子也特别好看。很多

人认为滑雪翻个跟头就结束了，

并非如此，我们通过滑雪和运动

有更深入的交流，这真的能改变

人生。

我也喜欢传播中国文化，因

为很多人不太了解，又都想去学

习、去欣赏，只是不知如何去做。

所以通过我让她们变得更好，也

为我带来很多快乐。分享是所有

人都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世界变得

更好一点，世界就会变好很多。我

现在就在寻找自己人生里最高兴

的瞬间，做最喜欢的事情，让人生

变得有意义，有特色。对我而言，

滑雪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成长，

不只是摔倒了再站起来，这是所

有生活都需要学习的。每个人要

用自己的风格去表达，有自己的

创意，在享受大自然的过程中做

好这些事情，促进自己的成长，不

只让身体变得更强，还要从头脑

和内心去认识自己。

非常高兴我能在年轻时接触

滑雪运动，它为我带来很多快乐，

所以我想把我的快乐和心境与世

界分享。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和

美国两种文化，我想从滑雪开始

促进不同文化交流，这是我现在

的目标和热爱，能让世界变得更

好为盼。 （中新社报道）

有多久没有说走就走，出国

旅游了？

近日，多国宣布放宽针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入境政策，并把重

振本国旅游业作为 2022 年的目

标之一。

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的东南

亚各国已经纷纷立下了年度目标。

马来西亚将于 4 月 1 日起开

放边境，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

客入境马来西亚不再需要隔离。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

部长南茜日前表示，希望在今年

内能吸引 200 万名外籍游客到

访，国内旅游收入能达到 2019 年

的五成，即超过 500 亿林吉特，从

外国游客来访中获得的收入能达

到 86 亿林吉特。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将推

出针对旅游和文化领域的补助金

计划，总额达 5000 万林吉特，以

协助业者保持竞争力，重建马来

西亚“艺术文化生态系统”。

越南自 3 月 15 日起对国际

游客重新开放边境，全面恢复国

际旅游活动。2022 年，越南旅游

业目标是接待国际游客超过 500

万人次，国内游客 6000 万人次，

旅游收入预计为 400 万亿越盾

(约合 175 亿美元)。

印尼于3月 7日开始在旅游胜

地巴厘岛实施“入境免隔离”政策，并

对来自 23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

行落地签证政策，目前正在考虑是否

要将政策范围扩展至全国。

柬埔寨在 2月宣布旅游相关

机构的免税政策再次延长六个

月，以促进和刺激受疫情影响的

旅游业快速复苏，3 月 17 日起又

恢复了落地签。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阿根

廷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也希望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国游客。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入境政

策放宽了，但是新冠病毒并没有

彻底消失。

新西兰旅游局首席执行官雷

内·德蒙奇日前对媒体表示，过去

两年中，新西兰旅游业遭受重创。

如今即使国门重开，行业复苏仍

面临从业者严重不足和疫情两大

不利因素。

根据新西兰旅游局数据，澳大

利亚、中国和美国是新西兰前三大

海外客源地市场，合计占比约60%。

新西兰政府已经宣布，自 5

月 1 日 23 时 59 分起，来自英国、

美国等免签证国家的旅客以及持

有新西兰有效签证的旅客，在完

成接种新冠疫苗前提下，均可免

隔离入境。

但是，由于近期新西兰疫情

恶化，美国已将新西兰列为高风

险目的地国，让该国旅游业复苏

困难重重。

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人旅游同

业协会发言人近日也表示，由于

疫情并未结束，游客和旅行社仍

存有顾虑，因此短期内对旅游业

不会有明显改善。

这意思就是，虽然你欢迎游

客来，但是游客们不一定愿意去。

此外，旅游业者还面临着许

多细节上的问题。

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人旅游同

业协会发言人举例说，现阶段顾

客预订今年夏季的海外游，旅行

社会收 5%的订金，若未来疫情复

发无法成行，那么旅行社在退订

金时，需要扣除一定手续费，以保

证前期的服务工作获得一定收

益，但顾客在预订时就可能就因

手续费问题而拒绝签订合同。

要不要戴口罩也是一个问题。3

月21日起，安大略省政府取消了口

罩强制令。没有了强制规定，若短

途大巴旅行团中的顾客因戴口罩

问题产生分歧，该如何处理？一些

旅行社因为继续要求游客戴口罩

而失去了部分客源。对于小型旅行社

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该发言人表示，政府并未在

旅游业防疫上施行严格举措，而

是把问题都留给了旅行社。目前

大部分华人中小旅行社都采取观

望态度，不敢轻易接单。旅游业真

正恢复可能要到今年夏季。

除了防疫问题外，旅游业者

和相关行业如餐饮、酒店、交通

等，还面临着成本上涨、人手不够

等问题。至少，如何从过去两年的

停滞中“重新启动”，就已经足够

令人头疼。

3月初，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

公布了名为“重建、重生、再造”的

疫后经济复苏计划，这份长达 63

页的经济恢复蓝图，列出了超过

70项计划，旨在帮助小商家发展。

亚当斯表示，新冠疫情让纽

约市的经济遭受重创，超过 26000

家企业关闭，大量办公室闲置，非

洲裔市民的失业率是全美平均水

平的三倍，旅游业则远未恢复到疫

情前水平。 （中新网报道）

谷爱凌叙述如何以滑雪“搭桥”中外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中国奥运代表团拿下 9 枚

金牌，创造了历史。18 岁的

谷爱凌首次参加冬奥会，即

获得 2 金 1 银，成为历史上

最年轻的自由式滑雪奥运

金牌得主。

谷爱凌表示，滑雪为自

己带来很多快乐，她想把这

份快乐分享给全世界。体育

是促进文化交流很好的方

式，希望通过自己的热爱与

表达，让世界变得更好。

□高楚颐

谷爱凌（中）夺得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项目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