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乒羽“收”金无悬念
田径拉开大幕 中国力争突破

新华社东京 7月 29日电（记者 王恒志 王沁鸥）东京奥
运会 30 日将迎来重磅项目的亮相———共产生 48 枚金牌的
田径拉开大幕，中国田径队将力争有所突破。 当日中国军团
“新”夺金点不太多，因为把握最大的两项在 29 日已经提前
锁定，谁能在“内战”中夺得乒乓球男单和羽毛球混双金牌成
为唯一悬念。

在 29 日的比赛中， 中国队就提前锁定了 30 日两枚金
牌。 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会师羽毛球混双决赛，
樊振东和马龙会师乒乓球男单决赛，提前为中国奖牌榜添上
两金两银。 29 日连夺两金的游泳项目 30 日也值得期待，汪
顺在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中排名第一晋级决赛，他在决赛

中有望冲击金牌。 此外在赛艇、蹦床等项目上中国也有冲击
奖牌的机会。

田径赛场首日就将迎来传奇选手的登场，男子 10000 米
将成为田径首金， 作为男子 5000 米和 10000 米两项世界纪
录保持者，乌干达运动员切普特盖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30 日田径、游泳、赛艇、射击、自行车、网球等项目共产
生 21 枚金牌，并产生女足四强。 中国女篮 30 日将迎来本届
奥运会的第二场比赛， 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
羽毛球项目将决出女单四强，两位中国选手陈雨菲、何冰娇
有望在半决赛“会师”，男双半决赛中，李俊慧/刘雨辰将迎战
马来西亚组合。

·今日看点·

（7 月 2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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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9
日电（王沁鸥 王恒志 王子

江） 中国军团在 29 日经历
悲喜两重天，游泳和国乒金
花再夺三金，中国金牌榜上
反超日本登顶。而中国女排
的三连败则令人心忧，受伤
势影响的朱婷是否继续出
战存变数 ，剩下两战 ，中国
女排必须全力取胜方有出
线可能。

29 日上午 ， 中国游泳
队迎来爆发。张雨霏在女子
200 米蝶泳如愿摘得本届
奥运游泳首金并破奥运纪
录 ，当之无愧加冕 “蝶后 ”。
仅仅 1 个多小时后，由杨浚
瑄 、汤慕涵 、张雨霏和李冰
洁组成的中国队又在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中打
破世界纪录，力压五届奥运
金牌得主美国队，爆冷拿下
了这枚 “看似不可能 ”的金
牌。而四名选手名字中都带
有水 ，也被亲切地称为 “水
姑娘”组合。

乒乓球晚间的女单决
赛是中国“内战”，初登奥运
舞台的陈梦、孙颖莎在分别
以 4 ∶0 击败新加坡 31 岁老
将于梦雨和年仅 20 岁的日
本混双金牌得主伊藤美诚
后会师决赛。 最终，陈梦 4∶2
战胜孙颖莎，为中国队拿下
第 15 金。

中国另一优势项目羽毛
球当日亦传来好消息。 混双
头号种子郑思维 /黄雅琼和
队友王懿律 /黄东萍当日均
半决赛取胜，会师决赛；男、
女双四强产生， 中国队各占
一席； 女单前八被赛事前八
号种子包揽，中国队陈雨菲、
何冰娇晋级；男单谌龙、石宇
奇晋级八强。 志在羽毛球项
目大展身手的日本队在男
单、男女双打上全军覆没，仅
剩女单保留夺金机会。

当天， 中国观众还经历
了三次“心跳”时刻。下午进行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赛会
一、 二号种子樊振东和马龙分别都与对手战至决胜局。 最
终，樊、马二人均以 4∶3 分别击败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儒和
来自德国的 7 号种子奥恰洛夫，有惊无险会师决赛，提前锁
定该项目金银牌。

而万众瞩目的中国女排小组赛第三战同样鏖战至决胜
局，结局令人扼腕。 中国队在前三局 2∶1 领先、第三局手握
20∶14大比分优势的情况下遭遇卡轮，随后被俄罗斯队连下
两局逆转，总分 2∶3 再走麦城。

29 日过后，中国以 15 金 7 银 9 铜的战绩，超越东道主
日本的 15 金 4银 6 铜升至第一。 中国选手在乒、羽两项决
赛中提前会师，也为 30 日提前锁定两金。 美国日进三金位
列第三，中、美、日三国在金牌榜上的较量依然胶着。而美国
夺金大项田径即将于 30 日开赛。

30 日，田径、游泳、赛艇、射击、自行车、网球等项目共
产生 21 枚金牌，并产生女足四强。 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奥
运会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女
篮能否在三人篮球后再创佳绩，值得期待。

中国女排的东京之旅
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郎平：朱婷有可能休战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29日电 （记者 卢星吉 王镜宇）历
经五局苦战，中国女排 29 日未能从俄罗斯队身上拿到她们
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胜，而小组赛仅剩两轮。郎平在赛后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局面是她所没有预料到的。

“我知道会比较艰难，可能会输一点球，但是没想到现
在还没有开张。 ”郎平说。

虽然在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 最终夺冠的中国女排
在小组赛阶段也跌跌撞撞，取得 2 胜 3 负。但在东京奥运会
上“没有开张”的情形显然更差。甚至可以说，中国女排的东
京之旅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是因为在中国队所处的
“死亡之组”中，俄罗斯甚至称不上强队。 在现在的态势下，
中国队要想把晋级悬念保留到最后，就必须在 31 日击败组
中最强对手之一———意大利队。 并且在最后一场小组赛拿
下实力稍弱的阿根廷队。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和绝对主力朱婷的伤势，郎平说：
“我想如果是朱婷打不了的话，形势是很严峻的！ 我们就努
力去打，能打的都上场吧！ ”

“朱婷确实伤还是挺厉害的，大家能看到，基本上扣不
了。”郎平并没有排除朱婷无法上场的可能性，“我们会和医
生以及朱婷本人商量，可能会让健康球员冲一冲。 ”

倘若能赢下俄罗斯队，局面本可不至于此。 在 29 日的
比赛中，中国队虽然输掉了第一局，但在第二局和第三局已
找回状态。

特别是替补登场的李盈莹， 代替手腕受伤无法完全发
力的朱婷，屡屡发挥一锤定音的“重炮”作用。 “我觉得李盈
莹今天打得非常好！ ”郎平评价道。

时间回到第四局中段， 借助连下两局之势， 一度以
20∶14领先俄罗斯达 6 分之多的中国队，眼看就要杀死比赛
悬念。 媒体看台上的记者们甚至已开始动身前往混合采访
区。 但此时风云突变，中国队遭遇卡轮，俄罗斯队连得 7 分
将比分反超！

李盈莹在赛后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也复盘了先胜后
负的遗憾：“（第四局中段） 对方从发球上对我们有很大的
冲击，我们的一传当时也是有些波动和起伏，一攻也不太
顺。 从那以后，对方的气势就上来了，我们第五局就有些
被压住了。 ”

荩 7月 29日，张雨霏在比赛中。 当
日，在东京奥运会女子 200 米蝶泳决
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 7月 29日， 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
决赛中， 中国选手陈梦以 4 比 2 战胜队友孙颖
莎，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荨 7 月 29 日 ，中
国队夺得东京奥

运 会 女 子 4 ×200
米自由泳接力赛

冠军。
新华社 记 者

许畅 摄

“水姑娘”
展示中国力量

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冠军， 原本被锁定为澳大利
亚的囊中之物。四位名字中有水的中国“水姑娘”杨浚瑄、汤
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却迸发出强大能量，以 7 分 40 秒 33
的成绩夺得“看似不可能”的金牌，改写由澳大利亚和美国
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

过去六届奥运会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比赛， 都是
美国和澳大利亚分享胜利。按照正常实力分析，中国队可以
冲击铜牌。

比赛前夕， 杨浚瑄、 汤慕涵和李冰洁观看了张雨霏的
200 米蝶泳夺冠过程，激动得热血沸腾。 下水后出任第一棒
的杨浚瑄表现出色，50 米过后帮助中国队取得领先。 交棒
时，她的 200 米时间定格在 1 分 54 秒 37，甚至超过了澳大
利亚选手蒂特马斯，而后者 28 日刚刚在 200 米自由泳比赛
中摘得金牌。

“因为我是第一棒，需要给队友创造比较大的优势，这样
她们可以更好游一点，所以比赛中我全力去拼。 ”杨浚瑄说。

出战第二棒的小将汤慕涵顶下了 200米继续保持领先，
在她交棒时，中国队的领先优势从 0.14秒扩大到 0.45秒。

“杨浚瑄第一棒游得那么好，我下水的时候就想‘不能
拖后腿’，毕竟我的能力、经验都没有大家好，我一定要稳
住，我也没想到，最后 50 米我真的冲上去了。 ”汤慕涵说。

刚刚以全新奥运纪录赢得 200 米蝶泳奥运冠军的张雨
霏是整个团队中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入选接力的人。 临危受
命，但不辱使命。 “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下水就拼吧，展示
出我们的中国力量来。 ”在她游完之后，中国队领先排名第
二的澳大利亚队 0.41 秒。

担任最后一棒的李冰洁被队友们看作是 “定海神针”，
已经收获本届奥运会的 400 米自由泳铜牌。她确实稳得住，
顶住了美国队最后一棒莱德茨基的反扑， 游出了个人最好
成绩。冠军！世界纪录！这是中国游泳首次赢得这个项目的
奥运会冠军。

新华社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光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29日电）

“天才少女”
新晋“蝶后”

从钱红、王晓红、刘黎敏、刘子歌、焦刘洋、陆滢到张雨
霏，中国女子蝶泳选手层出不穷，屡屡在奥运会泳池大战中
摘金夺银。 2021 年 7 月 29 日，“蝶后”接力棒到了张雨霏的
手里。 上一代“蝶后”焦刘洋在张雨霏夺得女子 200 米蝶泳
冠军、 并打破自己保持的奥运会纪录后激动万分：“属于张
雨霏的蝶后时代来了。 ”

张雨霏的成功关键是什么？
张雨霏被冠以“蝶后”称号当之无愧，她是自 1988 年奥

运会至今，近 33 年来第一位同时获得 100 米和 200 米蝶泳
奥运奖牌的女选手，还是一银一金。前国家游泳队总教练陈
运鹏表示，因为 100 蝶和 200 蝶的训练理念与方法、技术和
体力分配都不同，对运动员的要求非常高，一般人很难同时
兼顾这两个距离， 美国游泳的传奇人物菲尔普斯就是个特
例，张雨霏如今也在其中。

“身体素质、技术优化、力量耐力储备、优秀教练和钢铁
般的精神意志品质是张雨霏的成功关键， 这也是她可以走
得更远、更久的原因。 ”陈运鹏这样说。

张雨霏素有“天才少女”之称，父母都是游泳教练，3 岁
时就跟着妈妈下水学游泳，5 岁时到徐州市游泳队接受正
规训练，天赋、家庭熏陶加上努力刻苦，为张雨霏的起飞奠
定了基础。 如今 23 岁的张雨霏身高 1 米 76，在 100 米距离
选手中毫不起眼，但在 200 米距离中就属于高个子。

张雨霏很幸运， 进入国家队先后经历了三位蝶泳名帅
的打磨，从 2018年后她一直跟随崔登荣，在崔登荣“不走寻
常路” 的训练思路下， 张雨霏以 100 米速度刺激 200 米距
离，同时发展蝶泳运动员的必修课———50 米和 100 米自由
泳， 直到新技术巩固后再稳步发展 200 米。 张雨霏自己也
说，此前几年断断续续跟着外教，直到备战东京奥运会，由
于疫情原因需要封闭训练， 她认真跟着崔登荣的思路踏实
训练，也相信教练，直到 2021 年才重新开始接触 200 米，终
于脱胎换骨，破茧成蝶。

新华社记者 周欣 夏亮 吴书光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29日电）

陈梦
终于圆梦

29 日，略显空荡的东京体育馆里，陈梦在拿下最后一
分后发出怒吼，紧接着她奔向看台，和主管教练马琳紧紧相
拥。重新回到赛场上，陈梦与孙颖莎共同举起五星红旗向在
场人员致意。 继去年女子世界杯后，时隔八个月，陈梦又一
次获得世界“三大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单打冠军。
27 岁的她，在进入国家队的第 14 个年头，终于拿到了分量
最重的一个冠军。

2007 年，陈梦获得澳大利亚青年比赛的女团、女单、女
双三项冠军，同年入选国家队。 此后她在亚青赛、世青赛等
青年级别赛事中屡创佳绩，在 2010 年的国乒直通世乒赛选
拔赛中击败名将郭跃，让她名声大噪。

2012 年卡塔尔公开赛，陈梦获得了生涯首个巡回赛单
打冠军。 此后她在东亚运动会、亚锦赛、团体世界杯和团体
世乒赛等赛事中也有斩获。 陈梦的辉煌之路始于 2020 年，
她在德国和卡塔尔公开赛上捧杯， 那是疫情来袭前的最后
两站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铂金级别赛事。 此后世界乒坛赛
事因疫情停摆，东京奥运会也延期一年，全世界运动员在日
复一日的封闭集训中等待着赛事重启。

乒坛赛事回归后，陈梦成为表现最抢眼的球员。她先是
在激烈程度堪比世界大赛的全国锦标赛上首度加冕， 去年
11 月的国际乒联女子世界杯决赛中，她击败孙颖莎，拿到
生涯首个世界“三大赛”单打冠军，后又成为国际乒联总决
赛历史上第一位四连冠得主。

顶着世界排名第一的头衔，陈梦开启奥运征程。四分之
一决赛对阵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琹， 陈梦一度陷入 0∶2 落后
的危险境地，但在领队刘国梁和教练马琳的一声声呐喊中，
这位世界第一终于“苏醒”，逆转晋级。

“奥运会舞台是我很多年来的梦想， 尤其是面对莎莎
（孙颖莎），她年轻、冲击力大，又是队友，互相非常了解，今
天我俩都拼尽了全力， 不管谁赢谁输都做到了最好的自
己。 ”陈梦在夺冠后说。

新华社记者 苏斌 张寒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29日电）

美美美!!!!! 牛牛牛!!!!! 赞赞赞!!!!!

“““““金金金花花花”””””绽绽绽放放放

中国 15 7 9 31
日本 15 4 6 25
美国 14 14 10 38
ROC 8 11 9 28
澳大利亚 8 2 10 20
英国 5 7 6 18
韩国 4 3 5 12
法国 3 5 3 11
德国 3 3 7 13
意大利 2 7 10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