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１２

?雪

2021 年 2 月 1 ? 星期一
本版编辑 郭知欧

世界极限运动会拿下2?1?

谷爱凌 进斯坦福不靠体育加分
别人家的孩子

为北京冬奥会推迟一年进斯坦福

考大学经历多番磨难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张立

期待冬奥夺冠
岁接触滑雪； 岁拿到全美少年
组滑雪冠军； 岁摘得全美自由式滑
雪； 岁获得坡道障碍赛冠军以及全
能亚军； 岁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意
大利站，
谷爱凌问鼎坡面障碍比赛，并
且在那场比赛后暂列国际雪联女子坡
面障碍项目积分榜首位。能说一口流
利汉语的小谷表示，当
年 月
这就是谷爱凌，一个热衷分享自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携
己正在形成的人生哲学的励志姑娘。
手张家口获得
年冬奥会举办权
说到成功，她表示这只是实现了所有
的一刻，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代表中
人都会有的理想。她还说，自己就是想
国队到妈妈的家乡北京参加冬奥会。
做到最优秀。
尽管从小在美国长大，童年的大
即便拥有许多成功的标签，但小
部分时间都是跟随美国队滑雪，但谷
谷并不希望别人对她的印象陷入刻
爱凌将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上代表中国
板。
“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一想到我就是
参赛。她透露，选择代表中国参赛的原
滑雪运动员，我更想他们觉得我是一
因，是期望在中国有更多人认识滑雪，
爱上滑雪。“我希望获得荣誉，并且能
够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或者改变这项
运动，让之前自由式滑雪运动不普及
的中国有更多人爱上这项运动。”
高一那年选择加入中国国籍而不
考进斯坦福和之后冬奥夺金，谷
是之后代表美国参赛，谷爱凌的社交
爱凌的两个梦想都不简单。而这两个
媒体账号上总有不少人对此抨击。小
梦想的启航和她妈妈的故乡北京息息
谷说自己很清楚，随着奥运会越来越
相关。因为母亲是北京人，爱凌几乎每
近，批评者可能会发出更猛烈的批评
个暑假都会回中国。
“我的中文是跟从
声。
小到大玩在一起的朋友们学的，很小
“谷爱凌希望自己对年轻女性的
的时候就一起在院子里玩。”谷爱凌
生活产生影响，而她放眼望去，美国已
说，
“我好像飞机一落地，就能从英语
经有很多出色的榜样。”谷爱凌的经
的说话方式，切换成汉语的。”
纪人指出，美国队很早看上谷爱凌，认
等到小学五年级时，谷爱凌再回
定她是一位拥有非凡才华的选手，但
北京，发现小伙伴们都不出来玩了。
小谷渴望看到更多的中国女孩从她身 “长大后发现他们不见了，
原来都跑去
上找到亮点。她希望自己能影响更多
海淀黄庄上奥数了。为了跟他们一起
人，也许有一天有中国女孩子也会像
玩我也去上课。不过五年级奥数我听
自己一样争取金牌。在谷爱凌看来，改
不懂，就改听四年级的。后来听懂了觉
变是自下而上的，她想要通过自己的
得挺有意思。”在海淀的奥数班刷完
故事和能力去影响像自己一样的小女
题，谷爱凌回美国就成了学霸。“我妈
生。
跟我说，
到中国上十天课，
能顶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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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世 界 极 限 运 动 会（
）阿斯本站上， 岁的谷爱凌超
强发挥，先后参加了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 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巧三项比
赛，以 金 铜的成绩为我国书写新历
史。此前，
从没有一名中国选手在该项
被称为“滑雪界奥斯卡”的世界大赛中
夺冠。
被称为“滑雪天才少女”的谷爱凌
于
年加入中国籍。一句“北京，我
来了”，让她正式以“ 后”中国滑雪运
动员身份走进大众视野。
“这两天太奇
妙了，非常梦幻，这是我将铭记一生的
体验。”
连夺两枚金牌后，
谷爱凌在赛
后难掩兴奋。随后，主持人用汉语对她
说：
“恭喜，恭喜。”她也用汉语回应：
“谢谢。”
除了滑雪成绩惊人，谷爱凌在学
习上更是大家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
在去年底，她收到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 ）的成绩单，该项考试满分为
分，
谷爱凌考了
分，
其中数学、
英文
分别获得
分，高于
的全球考
生，达到美国高校考分
分的
第一档，
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妥妥的一
枚学霸。

谷爱凌出生于旧金山，爸爸是美
国人，妈妈谷燕是北京人。谷燕在北京
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斯坦福求学，谷爱
凌已过世的爷爷也毕业于斯坦福，这
些给爱凌心中埋下了上斯坦福的种
子。“我从 岁那年就有了这个梦想，
斯坦福大学是我梦想的学校。这个愿
望就和我夺取冬奥金牌一样强烈。”
不
仅如此，小谷的外婆冯国珍曾是上海
交大的女篮名将，已过世的外公谷振
光也曾是中国名校足球主力，整个一
大家子都是社会精英。除了滑雪，谷爱
凌还擅长诗词、弹琴、绘画、游泳、田
径、越野、篮球和滑冰，副业是平面模
特，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拿到斯坦福大学录取通知书
后，小谷就准备将报到时间推迟一年，
等
年初比完北京冬奥会后，再去
斯坦福上学。谷妈妈表示：
“为全力备
战北京冬奥会，爱凌准备推迟一年上
大学，在
年夏季或秋季再上大
学。因为爱凌一直是班上最小的，所以
晚一年可以跟同龄人一起上大学。”
其实，这已是谷爱凌为了备战北
京冬奥会第二次和校方商量修改自己
的学业计划。在高中阶段，
为了能给备
战冬奥会留足训练时间，小谷自己跑

去找高中校长商量，要用一年时间把
两年的高中读完，提前高考。“我是我
们学校历史上唯一要提前毕业的人，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目标，也是很难
的目标。”
年 月 日，
谷爱凌宣布
完成学业，提前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开
始备战
。其间她也开始了滑雪训
练，在暑假期间通过练习飞气垫、跳海
绵池，
完成重要的滑雪技能的升级。
年 月
考试期间，谷爱凌
已身在欧洲雪场。由于疫情原因，考试
多次被取消。为了不耽误欧洲雪道训
练，她只能找欧洲考场。但 月 日在
意大利考完后，爱凌发现分数找不到
了，只能再考一次。她第二次选在瑞
士，是训练时抽空飞去日内瓦考的。考
试前一天，飞机延误需重新转机，晚上
点半才到酒店，第二天早上 点就要
摸黑起床去考场。结果因下雨，
事先订
的车迟迟不到，小谷为保证准时到达，
在雨中跑了一公里多到了考场参加的
考试。好在成绩最后尽如人意，
也不枉
这两次折腾了。
值得一提的是，
自由式滑雪不是美
国高校体育协会项目，
所以谷爱凌不是
作为体育特长生被斯坦福录取的，
而是
通过常规申请和考试被录取的。

热衷分享人生哲学
个朋友，
我是爱凌。”
年，
谷爱凌
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学校的毕业舞
会取消了，她希望在上大学后，能交到
更多朋友。那么对
年有什么小目
标？小谷表示一定会好好备战北京冬
奥会，在她看来，这是目前最应专注的
事。“我希望很快就能回到中国，和大
家一起滑，雪道上见！”谷爱凌向所有
人发出邀约。

从 2020 年冬青奥会包
揽 两 冠 、2020 年 世 界 杯 卡
尔加里站独得两金开始，
未满 18 岁的谷爱凌就一直
在创造属于自己的纪录。

没有虎妈 海淀奥数刷完题妥妥成为美国学霸
是母亲上的学校。
“从那时起，我就想
一年。”
自己一定要去斯坦福大学。”
考了超高的分数后，谷爱凌
到了八九岁，谷爱凌加入一个滑
的教育问题再次被大家重点关注。不
少人猜测，
她是不是有个“虎妈”？谷爱
雪队，
是里面唯一的女孩。“我回家对
妈妈说，我想去奥运会！”对于奥运梦
凌笑着说：
“我真的没有
‘虎妈’！”爱凌
并不否认母亲和奶奶对她影响巨大， 的原点，爱凌记忆犹新。而母亲那时的
甚至表示，两位家长都是她最“崇拜” 回应是——
—
“加油！”不过在接受专业
的女性。她用“非常有力量、自信、勇
滑雪训练之初，母亲和奶奶并不支持。
敢”来形容她们。
“她们也说滑雪特别危险。”但在母亲
在小谷眼里，奶奶是严格的，善于
的教育理念中，孩子应当追求自己感
鼓励孩子的。
“我把最难的目标设给自
兴趣的东西。而滑雪就是谷爱凌最有
己，是因为奶奶告诉我，不要害怕，你
热情的事之一。
“后来她们发现我特别
觉得害怕的东西，是因为难吗？是因为
热爱这个运动，知道滑雪给我带来的
你觉得自己做不了吗？但其实你什么
快乐是无穷的，就 （转而） 非常支持
都能做得了。”同时，母亲也及时给予
我。”小谷坦言不是为了奥运会而滑
她引导和鼓励。三四岁时，谷爱凌曾问
雪，而是打心底的热爱。
“我最初做这
母亲，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最难进的
些事情是因为我喜欢，然后顺便开始
大学分别是什么？回答都是斯坦福，也
比赛，顺便开始赢，这让我更喜欢它，

再接着去做。同样，我也不是为了考斯
坦福而学习。”
对于如何保持内心的持续热情，
—平衡。她指出，
谷爱凌给出了答案——
同时做全职学生和专业运动员是自己
决定的。“如果没有滑雪，学习可能会
变得非常没有意思。如果我想到下周
就要去滑雪了，那现在就应该好好去
学习。而在滑雪的时候，我就应该好好
享受它，因为上周我一直在期待。”谷
爱凌强调，在做任何事时，她都会尽力
保持专注。高效地完成后，再干净利落
地切换到下一件事。专注、高效的习惯
带来另一种正循环。谷爱凌有一个令
人惊讶的数据——
—现在，她每天仍会
睡够 小时。“我每天能够做这么多
事，
是因为睡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