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C
60287-1

Z062202-1

TheTerraceLA.com

  

  

  

  

  

FROM LOW-$800’s

In a continuous effort to make improvements, The Terrac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prices, option items, floor plan, features, exterior designs, materials 
and specific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or obligation. Price, square footage, amenities, and term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ll renderings, floorplans, and 
maps are artist’s conception and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n actual depiction of the building or walls. Photography does not depict racial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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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
絕頂的視野

美景
房數
量有
限

欲購
從速

45間三層樓的城市屋，僅售$80萬起

大約1,800平方呎
三臥房＋2.5浴室
令人屏息的景觀
現代室內設計
陽台和露台
走入式衣櫥

僅售$80萬起

歡迎參加
盛大開幕活動
2月24日(星期六)下午三點至七點

H1848

美好的一周，
從 世界日報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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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訂報專線:323-268-4982分機191
德  州訂報專線:1-713-771-4363
維加斯訂報專線:1-702-364-9300

體育新聞組／綜合22日電

平昌冬奧閉幕在即，中國選手武大

靖22日在短道競速滑冰男子500公尺

決賽中，兩度破世界紀錄，獲得

冠軍，終於讓中國代表團抱回

本屆首面金牌，告別「零金」

尷尬。

中國央視新聞報導，武大靖在預

賽中以40秒264打破奧運紀

錄；到了四分之一決賽，

他又以39秒800破世界紀

錄；決賽中，他以39秒584

再次打破自己剛創下的世

界紀錄，奪得金牌。

平昌冬奧9日開幕，將於25日閉

幕，中國派出82名運動員參加，是

歷次人數最多的冬奧代表團，但過去十

武大靖奪中
國首金 13億人振奮

4
5
0
0
1

平昌冬奧險「掛零」 男子短道速滑500公尺打破尷尬
餘天戰績不佳，一直未獲任何金牌，面對全國

13億民眾的期望，背負著沉重的壓力。

賽前中國隊被認為至少可拿三面金牌，

然而賽事開始以來，中國隊不是表現失常，就

是因犯規被取消資格，可能面臨自2002年鹽湖

城冬奧以來，首次以「零金牌」告終的尷尬局

面；因此，武大靖22日奪金，讓中國代表團從

團長、領隊到隊員都如釋重負，欣喜若狂。

22日決賽開始，武大靖搶跑，被召回重新

開始，他搶到第一位置，南韓選手黃大憲、

林孝俊緊隨其後。隨後的四圈半賽程，武大

靖始終保持領先，遠遠甩開身後的兩名南韓

選手，沒有給對手任何嘗試超越的機會，最

終以39秒584率先通過終點線，為中國代表

團收穫本屆冬奧的首枚金牌；這個成績也刷

新了他剛在四分之一決賽創下的世界紀錄。

南韓選手黃大憲、林孝俊獲得銀牌與銅

牌，成績分別是39秒854與39秒919。

對於奪得中國短道男隊的冬奧歷史第一枚

金牌，武大靖激動地說：「能奪冠我太激動

了。這幾天因各種因素，我們的確有比較大的

壓力，最終我們憑借團隊的力量做到了。」

在短道速滑收官日終於實現收穫首金，短

道速滑隊教練李琰說，「我們從開始堅持到

現在，全隊上下憋著一口氣，整個過程非常

艱難，不只是壓力，在整個過程中團隊屹立

不倒就是中國精神。」

相較於夏季奧運，中國代表團在冬奧歷經

坎坷與波折，中國短道速滑男隊更是從1998

年李佳軍贏得首枚冬奧獎牌算起，為了首枚

冬奧金牌，已苦等了20年。

當武大靖在平昌冬奧男子500公尺決賽中

奪冠後，遠在黑龍江佳木斯家中的武大靖母

親情不自禁流下淚水，她說，為了這塊金

編譯張佑生、特派員許惠敏╱綜合報導

北韓22日通知南韓將派遣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

委員長兼統戰部長金英哲為首的高官團，出席25

日平昌冬奧閉幕典禮；「紐約時報」分析，這是兩韓

試圖改善關係的另一證明。

南韓統一部表示，北韓派遣高層代表團出席冬

奧閉幕典禮，將成為改善兩韓關係、推進非核化

進程、建構朝鮮半島和平的契機，因此南韓接受

北韓的提議。

十天前出席冬奧開幕式的副總統潘斯，22日在

一項保守派集會上說，主流媒體似乎被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迷惑，忘了她是獨裁者。

「美國人必須知道她是誰，她是這個獨裁政權

的主要操控者之一。」潘斯說，北韓政權讓2500

萬人飢餓、喪失自由，「這是美國政府將金與正

加入制裁名單的原因」。

白宮日前宣布川普總統的女兒伊凡卡將率團參

加冬奧閉幕典禮，外界關注她是否會和北韓官員

接觸；南韓統一部長趙明均22日在國會表示，現階

段預測此事「言之過早，但南韓政府將努力促使美

國與北韓展開對話」。

稍早，青瓦台官員表示，不會扮演美國與北韓

對話的「中間人」。該人士說，北韓和美國代表

在閉幕典禮上的具體座次安排仍在研究中，但雙

方直接互動的可能性很低。

南韓韓聯社報導，北韓高官團計畫25日由京義

線公路南下，預計停留三天，訪韓期間將出席平

昌冬奧閉幕式。除金英哲外，代表團成員還包括

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委員長李善權及六名隨員。

青瓦台人士透露，除了閉幕典禮同台，總統文

在寅將接見金英哲一行人，但立刻引起爭議；原

因之一是金英哲兼任北韓負責對南韓事務的統一

戰線部部長，遭南韓和美國列入制裁黑名單。

冬奧閉幕式 北韓再出招

武大靖(前)在

男子500米短道速

滑決賽中一路領

先。 (路透)

派黑名單高官出席 將見文在寅

美由伊凡卡率團 互動可能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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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靖站上領獎台，

慶祝冬奧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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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大

靖奪金後，

興奮舉起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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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奪金後，

興奮舉起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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