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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下的海之森水上竞技场， 只有船桨
与水波敲打的“呼呼”声此起彼伏……

当中国四朵“金花”陈云霞、张灵、吕扬、
崔晓桐以摧枯拉朽之势划过终点， 现场计时
器定格在 6 分 05 秒 13， 一个新的世界最好
成绩就此诞生。

这是足以铭刻在中国赛艇乃至中国体育
史册上的珍贵瞬间：领奖台上，四朵“金花”笑
容绽放，伴随着国歌响起，引吭高唱。

历经 13 年的苦苦等待，中国赛艇人再度
迎来荣耀时刻：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第十
金、中国赛艇历史上第二枚奥运金牌。这枚金
牌，十全十美。

走下赛场的张灵没有忘记决赛前一天紧
张到失眠，而不得不将战术安排写在训练日记
上；两年未曾回家的崔晓桐此刻最想向父母分
享成功的喜悦，报一声平安；回顾过往，所有挥
汗如雨的不易现今在吕扬眼中都化作前进路
上的动力；而习惯了受“折磨”的陈云霞第一时
间向教练张秀云道一声“您辛苦了！ ”

面对记者的提问， 四位姑娘不时陷入思
索。 而对于成绩，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

“结果我们没有想过，但是每场比赛我们
都会当作最后一战去打，只要过程走好了，结
果是不会差的。 ”

时光回溯，当唐宾、金紫薇、奚爱华、张杨
杨在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逆转夺
冠，为中国斩获历史上首枚赛艇奥运金牌后，
或许没有人会想到中国赛艇的奥运征程会如
此波折。 伦敦折戟，里约失意，中国赛艇陷入
长达 13 年的蛰伏期。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也为
东京备战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中国赛艇人不甘就此沉沦，以陈云
霞、张灵、吕扬、崔晓桐为代表的新一代赛艇
健儿是用行动向世界宣告： 即使前路布满荆
棘，也要奋勇争先，迎难而上。冬训期间，她们
常常是清晨 6 点就在零摄氏度的千岛湖上
“摸黑”开启训练，以感受拉桨的动作和发力，
培养水感；为了补上体能短板，姑娘们经常利
用休息时间给自己加量，不断提升能力。

执着、坚韧、拼搏让中国赛艇在涅槃之后
迎来重生。 2019 年，经历重组的四朵“金花”
拿下包括世锦赛、世界杯等所有大赛的冠军，
并在少参加一站的情况下获得世界杯年度总
冠军。 而奥运会则是她们需要跨过的最后一
道屏障。

如今，四朵“金花”圆梦东京，不仅为自己
正名，也在向前辈致敬。

未来的赛场上， 我们有理由期待赛艇姑
娘们重装上路，续写传奇。

新华社记者 周万鹏 公兵 赵焱

（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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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
（记者 王恒志 王沁鸥）中国游泳
队 29 日将迎来冲金点 ，23 岁的
张雨霏有望在女子 200 米蝶泳
项目上为中国军团拿下东京奥
运会游泳首金。 冲击项目首金的
还有乒乓球，中国女乒的主要对
手还是日本选手伊藤美诚，而乒
乓球男单和羽毛球混双 29 日都
存在中国选手会师决赛的可能，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女
排，她们将迎战小组赛第三个对
手俄罗斯队，拿下首胜是万众期
待的目标。

在预赛和半决赛连续拿出优
异表现后， 张雨霏已经成了女子
200 米蝶泳的头号夺冠热门 ，此
前两场“还没尽全力”的她有望为
中国游泳队拿下东京奥运会首
金。 同样要拿下项目首金的还有
乒乓球———对中国乒乓球队而
言，这更像一块迟到的首金，此前
的混双决赛，日本组合水谷隼/伊
藤美诚逆转夺冠。如今挡在 29 日
通向女单金牌道路上最大的对手
依然是伊藤美诚， 孙颖莎将在半
决赛对阵东道主选手， 陈梦则将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迎战新加坡老
将于梦雨。

如果一切顺利，中国乒乓球队甚至有可能在 29 日再
锁定一枚金牌。当日男乒将进行半决赛，樊振东和马龙有
望会师，为中国队提前拿下一金。拥有这个机会的还有羽
毛球项目，作为中国羽毛球队最具优势的单项，混双项目
将结束半决赛，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也有会师
决赛的可能。

在遭遇开局两连败后， 中国女排将在 29日迎来小组
赛第三个对手俄罗斯队， 在朱婷依然受伤情困扰的情况
下，中国女排需要“更放开一点”，以更好的面貌迎来首胜。

东京奥运会 29日将在游泳、赛艇、柔道、射击、体操等
项目上决出 17枚金牌。

首次打进奥运会的中国女子橄榄球队 29 日将迎来
首秀，中国队将连续迎战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高尔夫项
目当日拉开帷幕，中国男队的目标是站上领奖台，女队队
员冯珊珊则表示，上届已经拿过奖牌了，希望全力一拼冲
一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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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
豁出去方能从头越
29 日下午，中国女排将在东京奥运会小组赛 B 组的

第三轮较量中迎战俄罗斯队。遭遇开局两连败之后，这场
球对于中国队而言不容有失。 立足当下，面对现实，中国
女排唯有忘却冠军身份、彻底豁出去，方能重新回到胜利
的轨道上来。

在 2019 年世界杯赛中， 郎平率领中国女排以 11 连
胜的无敌战绩夺冠， 为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献上厚礼，这
样的佳绩让外界和她们自己对于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前景
充满期待。然而，这也许让大家忽略了世界杯赛时部分强
队未派全部主力出战的事实和奥运会竞争残酷激烈的背
景。 首战意外负于土耳其队，次战不敌美国队，朱婷还受
手腕伤势所困，让中国队小组出线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在这样的时刻，中俄两队的这场交锋异常关键。如果
中国队取胜，出线前景将大为改观。 一旦失守，则面临可
能无缘四分之一决赛的险境。

对于前两场 １ 胜 １ 负的俄罗斯队而言， 这场比赛也
是关乎其出线前景的重要一战。 尽管近几年与中国队交
手时处于下风，这支传统劲旅底蕴仍在。一旦她们超水平
发挥，将给中国队造成巨大的考验。

正如主教练郎平所言， 中国队在和美国队的比赛中
表现明显提升，但仍然没有完全放开。 从前两场来看，朱
婷的伤势对中国队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 针对
朱婷扣球威力下降的变化， 各个对手会进行针对性地研
究和部署，这将给中国队的进攻带来新的挑战。

面对这场逆境之中的恶战， 技战术方面的准备固然
重要，但是中国队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心态问题。 “走下领
奖台，一切从零开始”，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换个角度想，只要排除了心中杂念，
放下冠军包袱，从零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胜败乃兵家常
事，如果中国女排能把夺冠这件事抛在脑后，静下心来跟
对手痛痛快快地拼一场，结果自有最好的安排。

无论是竞技场，还是人生路，超越自我是一个永恒的
话题，没有理所应当、一成不变的胜利者。强弱易位、输赢
颠倒本来就是寻常事。希望中国女排的奥运冠军、世界冠
军们能忘掉自己的身份，忘掉那些目标和任务，忘掉人们
的期待，享受一场她们为之挥汗如雨、额外等待了一年的
奥运会比赛，也让我们继续为她们送上加油和祝福。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卢星吉

（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

16 年前，一个
11 岁的广西少年 ，独
自上路，到宁波闯天下。 一
只大大的编织袋是他唯一的
行囊。 16 年后的今天，这个少
年已经成为两届奥运会冠军，在
东京扬名天下！

他， 就是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 73 公
斤级比赛的冠军得主石智勇。

石智勇出生在广西桂林五通镇，9岁被
教练挖掘开始在县体校练习举重。 人说练
举重是个苦活，但石智勇却不以为然：“我 6
岁就开始干农活，插秧割稻都会。 ”刚练了
举重两年， 石智勇遇到人生的转折———他
无缘市体校试训， 这意味着在人才济济的
广西，他的举重生涯已经戛然而止。

天无绝人之路，宁波体校教练李东瑜
回广西老家探亲，一眼相中了“弃料”石智
勇。 11 岁的少年梦想着能够通过打拼改
变命运， 于是坐了 20 多个小时的绿皮火
车来到宁波。石智勇回忆说：“我当时就背
了一个编织袋，一个人上路。 ”

初到宁波的石智勇对城市生活充满
了各种好奇，他说自己是“土包子进城”。
因为宁波的训练馆“太漂亮”，兴奋不已的
他在第一堂训练课就提高了成绩。而在队
友眼中，这个广西小子有些疯狂，“举完杠
铃像野人似的乱喊乱叫”。

宁波是石智勇的福地， 他在一年后
便进入省队，后来又在国家队崭露头角，
再后来成为里约奥运会男子 69 公斤级
冠军， 捍卫了中国队在该级别多年来的
荣耀。

里约奥运会后，即便国际举重联合会
调整了举重级别， 这也难不倒石智勇，他
升级到 73 公斤级， 反而因为不需要降体
重而如鱼得水。从 2018 年开始，他开始连
续创造世界纪录， 又在 2019 年续写世界
纪录，在 73 公斤级傲视群雄。

28 日， 在奥运赛场上霸气夺冠的石
智勇似乎在比赛中没有任何对手，这 5 年
的奥运周期对他来说，“独孤求败”貌似已
经成为常态，但石智勇不这么认为。他说：
“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奥运会延期。 虽然
大家看我好像都没事， 比赛比得很好，但
是我的备战节奏打乱了，伤病就多。 大家
看到我最光鲜的一面，也是我最想展示的
一面，但是那种苦、那种煎熬、以及伤病，
我只想一个人默默承受。 ”

新华社记者 刘阳 林昊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

男子双人 3 米板是中国跳水“梦之队”在
里约奥运会上唯一失手的项目，在 28 日的东
京水上运动中心，首次出战奥运会的王宗源/
谢思埸成功弥补了这一遗憾 ， 以总成绩
467.82 分摘金。

比赛中，王宗源/谢思埸第一跳过后便取
得了领先。随着比赛进行，中国队领先的优势
也越来越大 。 在顺利完成难度系数 3.8 的
109C 后，看到现场大屏幕打出分数，不等最
后一轮其他选手跳完，俩人相拥祝贺。美国和
德国组合分获银牌和铜牌， 卫冕冠军英国拉
夫尔和搭档表现欠佳名列第七。

至此， 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四个双人项
目的角逐全部结束， 中国跳水收获其中的三
项冠军，男子双人 10 米台金牌被英国组合摘
取。 里约奥运会时中国队无缘男子双人 3 米
板，同样是英国选手赢得胜利。

新华社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光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

▲ 7 月 28 日，在东京奥运会赛艇项目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荩 7 月 28 日，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 73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石智勇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荩 7 月
28 日 ，在东
京 奥 运 会 男

子双人三米跳板

决赛中， 中国选手
谢思埸/王宗源获
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创纪录刷历史 中国军团冲啊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 （记者 王恒志 王沁鸥 冮

冶）创造纪录！ 刷新历史！ 中国军团 28 日在东京奥运会上再
取三金，女子四人双桨时隔 13 年再度夺得奥运金牌，夺冠成
绩刷新了世界最好成绩， 石智勇则打破男子举重 73 公斤级
总成绩世界纪录夺冠，此外，男子双人双桨的铜牌是中国赛
艇奥运史上首枚男子奖牌，首次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女子三
人篮球队站上奥运领奖台，同样收获一枚铜牌。

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 28 日见证了中国赛艇的历史时
刻。崔晓桐、吕扬、张灵、陈云霞在女子四人双桨夺金，为中国
赛艇队时隔 13 年再夺该项目奥运冠军， 也是中国赛艇奥运
第二金，6 分 05 秒 13 的成绩还刷新了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令圈内人意外，毕竟，自 2019 年开始配艇
后，这四个性格迥异的姑娘参加比赛无一失手，一路赢到了
奥运会。 同样创造历史的还有男子双人双桨，张亮/刘治宇获
得中国赛艇奥运史上首枚男子奖牌———虽然是一枚铜牌，但

13 年前因个人原因错过北京奥运会比赛的张亮为了这个梦
想一直在“玩命”。他说：“这让我们对男子赛艇在中国的发展
有了新的认识。 ”

举重赛场终于迎来东京奥运会上的首个世界纪录，完成
这一壮举的是中国选手石智勇， 作为男子 73 公斤级三项世
界纪录保持者，当日他以 364 公斤刷新了自己保持的总成绩
世界纪录，挺举的 198 公斤平世界纪录。

捍卫荣誉的还有中国跳水队， 王宗源/谢思埸轻松摘下
男子双人三米板金牌， 这块金牌是中国男子跳水在东京奥
运会的第一金， 同时也弥补了五年前在里约这个单项失金
的遗憾。

更多的中国选手虽然没能拿到金牌，但在奥运赛场上证
明了自己。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在三四名争夺战中 16∶14 击
败法国队，收获一枚宝贵的铜牌；肖若腾和孙炜在男子体操
个人全能决赛中拼到最后一轮， 肖若腾以 0.4 分之差获得亚

军，孙炜名列第四；三位游泳小将虽然无人站上领奖台，但她
们都认为自己比出了水平，就像 19 岁的王简嘉禾说的那样：
“没拿到（奖牌）就回去努力。 ”

当日游泳赛场上好成绩频出， 多项赛会纪录被改写，还
产生了多个今年最好成绩，中国选手张雨霏在女子 200 米蝶
泳半决赛中就创造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美国自由泳名将莱
德茨基获得女子 1500 米自由泳冠军， 但在 200 米自由泳项
目上没能卫冕， 澳大利亚 20 岁小将蒂特马斯继 400 米自由
泳后再度夺冠，大有“改朝换代”之势。

金牌榜上，东道主继续高歌猛进，在体操、游泳和柔道上
各得一金，以 13 枚金牌继续领跑，中国队以 12 枚金牌反超
美国来到次席。

29 日东京奥运会将产生 17 枚金牌，中国队在游泳、乒乓
球等项目上有冲金可能，中国女排则将迎来和俄罗斯队的小
组赛第三战。

日本 13 4 5 22
中国 12 6 9 27
美国 11 11 9 31
ＲＯＣ 7 10 6 23
澳大利亚 6 1 9 16
英国 5 6 5 16
韩国 4 2 5 11
德国 3 2 5 10
法国 3 2 3 8
荷兰 2 6 3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