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朝元老”终圆梦
汪顺历史性摘金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光）汪
顺坐在浮标线上，右手指向看台上的教练和队友。 这一刻，
他做到了!在他之前，中国游泳男运动员还从未在奥运会混
合泳项目上拿过金牌。

“到边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游了 1 分 55 秒整！ ”汪
顺激动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像做梦一样！给自己今天的表
现，打 10 分。 ”

200 米个人混合泳高手云集， 东京奥运会 400 米个人
混合泳冠军美国选手卡利什、2019 年世锦赛冠军东道主选
手濑户大也和游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美国选手安德鲁都
是冠军有力争夺者。 汪顺在青岛全国冠军赛上游出 1 分 56
秒 78 的成绩，今年世界排名仅列第九，因此赛前汪顺的夺
金前景并不被看好。

不过随着赛程深入，汪顺也渐入佳境。 半决赛他游出了 1
分 56秒 22的成绩，和自己在 2017年全国冠军赛上创造的个
人最好成绩只差了 0.06秒，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杀入决赛。

决赛中，汪顺蝶泳过后排名第三，仰泳过后上升至第一
位。蛙泳此前一直是汪顺混合泳的短板，不过他在比赛中顶
住了压力，虽然被对手反超跌至第二，但差距并不大。“之前
一直跟闫子贝他们一起训练，也学习了很多，我觉得对我帮
助非常大。 ”汪顺赛后说。

最后的 50 米自由泳， 汪顺游出了 27 秒 37 的成绩，是
所有选手中最快的。凭借自由泳的强势表现，汪顺再度升至
第一，最终率先触壁。

1 分 55 秒 00 的成绩， 相较于汪顺个人最好成绩提升
了 1 秒 16。 “我觉得我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赛前
我说的，要让国歌在东京的赛场奏响，让国旗在东京的赛场
飞扬。 ”汪顺说，“是祖国人民给我的力量。 ”

从伦敦奥运会的一无所获， 到里约奥运会 200 米个人
混合泳铜牌，再到东京奥运会站上最高领奖台，汪顺说，自
己变化的是心态。

“伦敦奥运会，我觉得就是去玩的。里约奥运会，看到队
友们拿牌，我也想去拿牌。这次的话，我没有跟谁去比，注重
自己的表现。 ”汪顺说。

作为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汪顺说：“希望我坚
强、不服输的精神能感染中国游泳队的所有队员，为祖国争
光，为民族争气！ ”

尽管已经 27 岁了， 但汪顺并不觉得东京奥运会就是
自己竞技生涯的终点 。 “2024 年巴黎 ， 我们一定还会再
见！ ”他说。

创造历史！
马龙成奥运会乒乓球

男单卫冕第一人
新华社东京 7 月 30 日电（记者 张寒 苏斌）国乒男队

队长马龙 30 日晚在一场中国队“内战”中 4∶2 战胜队友樊
振东，成功卫冕奥运会男单冠军。

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个男子选手在
个人项目上蝉联过金牌。 赢得这块男单金牌后，马龙成功
超越马琳、张继科，成为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上冠军荣誉最
多的球员，超越王楠成为最多世界冠军获得者（25 冠），也
成就男子乒坛史无前例的首个双圈大满贯。

从马龙与樊振东的交手记录来看，32 岁的马龙胜绩比
例占优。 二人此前在正式国际比赛中有过 20 次交手，同样
年少成名但年纪小了龙队 8 岁的樊振东只赢过 5 次。

30 日晚的这场决赛中，开局马龙进入状态较快，樊振
东则直到第二局才开始释放情绪。 当马龙以 11∶4、10∶12、
11∶8、11∶9 将大分改写为 3∶1 领先， 任谁都觉得马龙卫冕
“稳了”，但樊振东并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个性，第五局中段
他连得 6 分，将开局 2:0 的优势扩大到 8∶2，9∶3 时的变线甚
至看上去是一记无解的“神球”。 10∶3 拿到局点后，樊振东
继续在转与变上做文章，11∶3。

第六局，马龙 5∶2 领先时樊振东给自己叫了个暂停，回
来立即得分。 但后面马龙的两个发球机会，樊振东“吃了”
一个“赚了”一个，而马龙也绝不“吃亏”，将接下来樊振东
的两个发球都转化为自己的得分。

4∶6 落后时，樊振东发球前拍球竟然失手把球拍丢了，
透露了他那一时刻真实的紧张情绪。也是从 6∶4 开始，马龙
打出一个 3∶1 的小高潮，又再接再厉 10∶6 拿下赛点，最终
在反手相持中逼迫樊振东下网，11∶7。

获胜后，马龙举起双手比出一个大大的心，与五年前
里约夺冠后胸前的比心遥相呼应。

“黄鸭”笑傲东京湾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丁文娴 陆睿 姬烨）

30 日的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广场见证了一场羽毛球巅峰
对决。东京奥运会混双决赛，前两号种子隔网相对。 66 分钟
的精彩较量后， 王懿律/黄东萍 2∶1 力克队友郑思维/黄雅
琼，把金灿灿的奖牌挂到了脖子上。

队友互相佩戴奖牌时， 王懿律还用手揉了一下黄东萍
的脸。 随后，体育馆开赛以来第一次奏响国歌，两面五星红
旗同时冉冉升起。

小时候，王懿律由于身体素质出众，被体校教练一眼选
中，从此拿起球拍。 2011 年，17 岁的浙江少年在青少年赛中
赢得男双冠军，转年进入国家队。没有很兴奋，更多是迷茫，
他感觉“像在被推着走”。

2012 年也是王懿律第一次与黄东萍合作，他们搭档混
双，一举拿下亚青赛亚军。那次，是 17 岁的黄东萍第一次身
披国家队战袍站上领奖台。

福建南安姑娘黄东萍小时候因为体质弱被送去学球，
进入省队后又被汤仙虎选中、进入国家二队。 亚青赛后，她
兼项女双和混双，在国际比赛中屡次取得不俗战绩。但直到
2017 年，和王懿律的组合才算固定下来。

2018年亚锦赛、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夺魁，2019
年卫冕亚锦赛冠军，并拿下印度、日本、泰国等几站公开赛冠
军……王懿律/黄东萍的名字逐渐被大众熟知，“黄鸭”组合的
世界排名稳定在世界前几，逐渐成长为国羽王牌组合。

那个迷茫的男孩不见了。 王懿律内心十足坚定：“人最
怕的就是没有目标，跟咸鱼一样。 自己有了明确的目标，幸
福感就提升了。 ”

黄东萍也经历了锤炼与蜕变。 好胜心很强的她容易急
躁，曾长时间陷入一种“很想赢”的状态，训练状态有起伏，
情绪也跟着波动。 这几年，她努力让自己沉静下来，保持平
和心态。她告诉自己：“不管有没有收获，付出肯定是对的。”

2021 年 7 月， 阔别国际赛场 16 个月之久的中国羽毛
球队“空降”东京。“黄鸭”分在实力最强的小组，但他们连克
强敌，与队友郑思维/黄雅琼胜利会师！

决赛才是最难打的一仗。 “雅思”“黄鸭”这两对组合，球
迷习惯称之为“双保险”，几乎包揽了近几年所有世界大赛的
混双冠军。细论起来，“雅思”冠军拿得更多些。在世界羽联的
统计中， 此前双方 15次交手，“黄鸭”2胜。 但竞技体育没有
理所应当。 “黄鸭”赢了第 16场———或许最重要的那一场。

没有心理包袱，放手一搏。 “最重要的是信念，我们更坚
定，所以赢得了这场比赛。 ”“黄鸭”说。 总结东京之旅，俩人
异口同声：“步步高升。 ”

多项齐冲金 女排生死战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王沁鸥 王恒志）
31 日，中国将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
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女排将迎出线生死战。

休战两天后， 中国优势项目举重 31 日将重燃战火，
老将吕小军将在男子 81 公斤级比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女子 50 米步枪三姿中，史梦瑶将携手队友陈东琦向奖牌
发起冲击。 女子帆板 RS∶X 级，中国选手卢云秀目前预赛
排名第一，有望争夺金牌。 蹦床男子个人项目中，伦敦奥
运会冠军董栋将联手队友高磊冲金。游泳 31 日将迎来倒
数第二个比赛日，4×100 米混合泳接力中，预赛排名第三
晋级的中国队有望冲金。 中国女排 31 日晚将迎来生死
战，如再负意大利，则将彻底出线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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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 在东京奥运会赛艇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 由王
子风、王宇微、徐菲、苗甜、张敏、巨
蕊、李晶晶、郭淋淋和舵手张德常组
成的中国组合以 6分 01 秒 21 的成
绩摘得铜牌。

当天上午， 在蚌埠市怀远县，
巨蕊的家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紧
张地观看了整场比赛 。 决赛后半
程 ， 巨蕊和队友们开始发力 ，在
1500 米处冲到第三的位置，并保持
到了终点。 “铜牌、铜牌！ ”巨蕊的家
人们在决赛结果公布后，兴奋地喊
了起来。 巨蕊的父亲巨年柱激动不
已：“女儿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是我
们全家的骄傲。 ”

1993 年出生的巨蕊走上赛艇
项目之路缘于一次偶然机遇。 2007
年， 巨蕊遇到了自己的启蒙恩师、
蚌埠市体育学校赛艇队高级教练
朱克勇，她的命运就此改变。

“当时，怀远县开运动会，巨蕊
参加了女子篮球比赛，我一眼就相
中了这个小姑娘。 ”朱克勇回忆说，
“水上运动就是要大个子， 身高是
最重要的选才标准， 当时才 14 岁
的巨蕊身高已经超过 176 厘米，所
以我把她选拔进了蚌埠市体校赛艇队，开始接受训练。 ”

回想当年巨蕊训练的日子，朱克勇很感慨，他说巨蕊
训练时特别刻苦，而且用心，成绩提高得很快。 更难得的
是，这个小姑娘一点都不娇气。

“水上运动本来就苦，天天风吹日晒，被晒得肤色黝
黑很正常。对于一些娇气的女孩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巨
蕊从来不在意这些，刻苦训练，提高成绩，是她唯一在意
的事。 ”朱克勇告诉记者。

在随恩师训练两年左右后，2009 年底， 巨蕊被输送
到武汉赛艇队，2011 年转至北京赛艇队。 2011 年城运会，
巨蕊崭露头角，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中复赛第一、决赛第
四。 2017 年全运会赛场上，巨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四人
单桨比赛中顺利夺冠。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赛场上，巨
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 A 组决赛中，以 7 分 55 秒
50获得冠军，帮助中国赛艇队豪取该项目的七连冠。

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算得上赛艇项目中最能体现综
合实力的项目，历史悠久、观赏性强。 中国女子八人单桨
队曾在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夺得铜牌， 但自 2008 年开
始连续三届无缘奥运赛场。 而今天这支女子八人单桨队
是在今年 5 月初才完成整合， 云集了双人双桨、 双人单
桨、四人单桨和八人单桨 4 个项目中能力最强的选手。

“这么多年，孩子的辛苦付出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 这次冲上奥运竞技的舞台，巨蕊和队友们顽强拼搏，
为国家争荣誉，证明付出是值得的。 ”巨年柱说。

安徽名将王春雨挺进

奥运女子 800米半决赛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 月 30 日上午，东京奥运会田

径比赛首日，在女子 800米预赛中，安徽名将王春雨以 2分
00秒 05的成绩从第六小组脱颖而出，成功挺进半决赛。

在女子 800米预赛第六小组比赛中， 王春雨位于第
7 赛道， 本组中最强劲的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美
国选手威尔逊、世界排名第八的英国选手里基。王春雨不
畏强敌，最终以小组第三的成绩冲过终点线，里基和威尔
逊分别获得小组第一、第二。

26 岁的王春雨是第二次出征奥运， 她曾在 2016 年
里约奥运会上取得女子 800 米半决赛小组第八的成绩，
遗憾未能挺进决赛。 在 7 月 11 日“韵味杭州”2021 年田
径邀请赛上， 她以 1 分 59 秒 18 的成绩获得女子 800 米
决赛冠军，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

本届奥运会女子 800 米预赛共有 48 名世界高手参
赛，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三名和 6 个最好成绩进入
半决赛。女子 800 米半决赛、决赛将分别于 7 月 31 日晚、
8 月 3 日晚举行。

·今日看点·

中国 19 10 11 40
日本 17 4 7 28
美国 14 16 11 41
ＲＯＣ 10 14 10 34
澳大利亚 9 2 11 22
英国 6 9 9 24
韩国 5 4 6 15
荷兰 3 7 5 15
法国 3 5 5 13
德国 3 4 9 16

荨 7月 30 日，在东京奥运会蹦床项
目女子决赛中 ， 中国选手朱雪莹
（左）夺得冠军，刘灵玲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荩 7 月 30 日，在东京奥
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

赛中， 中国选手王懿律/
黄东萍 （右 ）战胜另一对
中国选手郑思维/黄雅
琼，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荨 7 月 30 日，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
赛中，中国选手马龙战胜队友樊振东，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荩 7月 30日，在东京奥运会游泳男
子 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 中国选
手汪顺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三朝元老”终圆梦
汪顺历史性摘金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光）汪
顺坐在浮标线上，右手指向看台上的教练和队友。 这一刻，
他做到了!在他之前，中国游泳男运动员还从未在奥运会混
合泳项目上拿过金牌。

“到边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游了 1 分 55 秒整！ ”汪
顺激动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像做梦一样！给自己今天的表
现，打 10 分。 ”

200 米个人混合泳高手云集， 东京奥运会 400 米个人
混合泳冠军美国选手卡利什、2019 年世锦赛冠军东道主选
手濑户大也和游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美国选手安德鲁都
是冠军有力争夺者。 汪顺在青岛全国冠军赛上游出 1 分 56
秒 78 的成绩，今年世界排名仅列第九，因此赛前汪顺的夺
金前景并不被看好。

不过随着赛程深入，汪顺也渐入佳境。 半决赛他游出了 1
分 56秒 22的成绩，和自己在 2017年全国冠军赛上创造的个
人最好成绩只差了 0.06秒，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杀入决赛。

决赛中，汪顺蝶泳过后排名第三，仰泳过后上升至第一
位。蛙泳此前一直是汪顺混合泳的短板，不过他在比赛中顶
住了压力，虽然被对手反超跌至第二，但差距并不大。“之前
一直跟闫子贝他们一起训练，也学习了很多，我觉得对我帮
助非常大。 ”汪顺赛后说。

最后的 50 米自由泳， 汪顺游出了 27 秒 37 的成绩，是
所有选手中最快的。凭借自由泳的强势表现，汪顺再度升至
第一，最终率先触壁。

1 分 55 秒 00 的成绩， 相较于汪顺个人最好成绩提升
了 1 秒 16。 “我觉得我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赛前
我说的，要让国歌在东京的赛场奏响，让国旗在东京的赛场
飞扬。 ”汪顺说，“是祖国人民给我的力量。 ”

从伦敦奥运会的一无所获， 到里约奥运会 200 米个人
混合泳铜牌，再到东京奥运会站上最高领奖台，汪顺说，自
己变化的是心态。

“伦敦奥运会，我觉得就是去玩的。里约奥运会，看到队
友们拿牌，我也想去拿牌。这次的话，我没有跟谁去比，注重
自己的表现。 ”汪顺说。

作为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汪顺说：“希望我坚
强、不服输的精神能感染中国游泳队的所有队员，为祖国争
光，为民族争气！ ”

尽管已经 27 岁了， 但汪顺并不觉得东京奥运会就是
自己竞技生涯的终点 。 “2024 年巴黎 ， 我们一定还会再
见！ ”他说。

创造历史！
马龙成奥运会乒乓球

男单卫冕第一人
新华社东京 7 月 30 日电（记者 张寒 苏斌）国乒男队

队长马龙 30 日晚在一场中国队“内战”中 4∶2 战胜队友樊
振东，成功卫冕奥运会男单冠军。

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个男子选手在
个人项目上蝉联过金牌。 赢得这块男单金牌后，马龙成功
超越马琳、张继科，成为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上冠军荣誉最
多的球员，超越王楠成为最多世界冠军获得者（25 冠），也
成就男子乒坛史无前例的首个双圈大满贯。

从马龙与樊振东的交手记录来看，32 岁的马龙胜绩比
例占优。 二人此前在正式国际比赛中有过 20 次交手，同样
年少成名但年纪小了龙队 8 岁的樊振东只赢过 5 次。

30 日晚的这场决赛中，开局马龙进入状态较快，樊振
东则直到第二局才开始释放情绪。 当马龙以 11∶4、10∶12、
11∶8、11∶9 将大分改写为 3∶1 领先， 任谁都觉得马龙卫冕
“稳了”，但樊振东并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个性，第五局中段
他连得 6 分，将开局 2:0 的优势扩大到 8∶2，9∶3 时的变线甚
至看上去是一记无解的“神球”。 10∶3 拿到局点后，樊振东
继续在转与变上做文章，11∶3。

第六局，马龙 5∶2 领先时樊振东给自己叫了个暂停，回
来立即得分。 但后面马龙的两个发球机会，樊振东“吃了”
一个“赚了”一个，而马龙也绝不“吃亏”，将接下来樊振东
的两个发球都转化为自己的得分。

4∶6 落后时，樊振东发球前拍球竟然失手把球拍丢了，
透露了他那一时刻真实的紧张情绪。也是从 6∶4 开始，马龙
打出一个 3∶1 的小高潮，又再接再厉 10∶6 拿下赛点，最终
在反手相持中逼迫樊振东下网，11∶7。

获胜后，马龙举起双手比出一个大大的心，与五年前
里约夺冠后胸前的比心遥相呼应。

“黄鸭”笑傲东京湾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丁文娴 陆睿 姬烨）

30 日的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广场见证了一场羽毛球巅峰
对决。东京奥运会混双决赛，前两号种子隔网相对。 66 分钟
的精彩较量后， 王懿律/黄东萍 2∶1 力克队友郑思维/黄雅
琼，把金灿灿的奖牌挂到了脖子上。

队友互相佩戴奖牌时， 王懿律还用手揉了一下黄东萍
的脸。 随后，体育馆开赛以来第一次奏响国歌，两面五星红
旗同时冉冉升起。

小时候，王懿律由于身体素质出众，被体校教练一眼选
中，从此拿起球拍。 2011 年，17 岁的浙江少年在青少年赛中
赢得男双冠军，转年进入国家队。没有很兴奋，更多是迷茫，
他感觉“像在被推着走”。

2012 年也是王懿律第一次与黄东萍合作，他们搭档混
双，一举拿下亚青赛亚军。那次，是 17 岁的黄东萍第一次身
披国家队战袍站上领奖台。

福建南安姑娘黄东萍小时候因为体质弱被送去学球，
进入省队后又被汤仙虎选中、进入国家二队。 亚青赛后，她
兼项女双和混双，在国际比赛中屡次取得不俗战绩。但直到
2017 年，和王懿律的组合才算固定下来。

2018年亚锦赛、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夺魁，2019
年卫冕亚锦赛冠军，并拿下印度、日本、泰国等几站公开赛冠
军……王懿律/黄东萍的名字逐渐被大众熟知，“黄鸭”组合的
世界排名稳定在世界前几，逐渐成长为国羽王牌组合。

那个迷茫的男孩不见了。 王懿律内心十足坚定：“人最
怕的就是没有目标，跟咸鱼一样。 自己有了明确的目标，幸
福感就提升了。 ”

黄东萍也经历了锤炼与蜕变。 好胜心很强的她容易急
躁，曾长时间陷入一种“很想赢”的状态，训练状态有起伏，
情绪也跟着波动。 这几年，她努力让自己沉静下来，保持平
和心态。她告诉自己：“不管有没有收获，付出肯定是对的。”

2021 年 7 月， 阔别国际赛场 16 个月之久的中国羽毛
球队“空降”东京。“黄鸭”分在实力最强的小组，但他们连克
强敌，与队友郑思维/黄雅琼胜利会师！

决赛才是最难打的一仗。 “雅思”“黄鸭”这两对组合，球
迷习惯称之为“双保险”，几乎包揽了近几年所有世界大赛的
混双冠军。细论起来，“雅思”冠军拿得更多些。在世界羽联的
统计中， 此前双方 15次交手，“黄鸭”2胜。 但竞技体育没有
理所应当。 “黄鸭”赢了第 16场———或许最重要的那一场。

没有心理包袱，放手一搏。 “最重要的是信念，我们更坚
定，所以赢得了这场比赛。 ”“黄鸭”说。 总结东京之旅，俩人
异口同声：“步步高升。 ”

多项齐冲金 女排生死战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王沁鸥 王恒志）
31 日，中国将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
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女排将迎出线生死战。

休战两天后， 中国优势项目举重 31 日将重燃战火，
老将吕小军将在男子 81 公斤级比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女子 50 米步枪三姿中，史梦瑶将携手队友陈东琦向奖牌
发起冲击。 女子帆板 RS∶X 级，中国选手卢云秀目前预赛
排名第一，有望争夺金牌。 蹦床男子个人项目中，伦敦奥
运会冠军董栋将联手队友高磊冲金。游泳 31 日将迎来倒
数第二个比赛日，4×100 米混合泳接力中，预赛排名第三
晋级的中国队有望冲金。 中国女排 31 日晚将迎来生死
战，如再负意大利，则将彻底出线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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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 在东京奥运会赛艇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 由王
子风、王宇微、徐菲、苗甜、张敏、巨
蕊、李晶晶、郭淋淋和舵手张德常组
成的中国组合以 6分 01 秒 21 的成
绩摘得铜牌。

当天上午， 在蚌埠市怀远县，
巨蕊的家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紧
张地观看了整场比赛 。 决赛后半
程 ， 巨蕊和队友们开始发力 ，在
1500 米处冲到第三的位置，并保持
到了终点。 “铜牌、铜牌！ ”巨蕊的家
人们在决赛结果公布后，兴奋地喊
了起来。 巨蕊的父亲巨年柱激动不
已：“女儿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是我
们全家的骄傲。 ”

1993 年出生的巨蕊走上赛艇
项目之路缘于一次偶然机遇。 2007
年， 巨蕊遇到了自己的启蒙恩师、
蚌埠市体育学校赛艇队高级教练
朱克勇，她的命运就此改变。

“当时，怀远县开运动会，巨蕊
参加了女子篮球比赛，我一眼就相
中了这个小姑娘。 ”朱克勇回忆说，
“水上运动就是要大个子， 身高是
最重要的选才标准， 当时才 14 岁
的巨蕊身高已经超过 176 厘米，所
以我把她选拔进了蚌埠市体校赛艇队，开始接受训练。 ”

回想当年巨蕊训练的日子，朱克勇很感慨，他说巨蕊
训练时特别刻苦，而且用心，成绩提高得很快。 更难得的
是，这个小姑娘一点都不娇气。

“水上运动本来就苦，天天风吹日晒，被晒得肤色黝
黑很正常。对于一些娇气的女孩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巨
蕊从来不在意这些，刻苦训练，提高成绩，是她唯一在意
的事。 ”朱克勇告诉记者。

在随恩师训练两年左右后，2009 年底， 巨蕊被输送
到武汉赛艇队，2011 年转至北京赛艇队。 2011 年城运会，
巨蕊崭露头角，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中复赛第一、决赛第
四。 2017 年全运会赛场上，巨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四人
单桨比赛中顺利夺冠。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赛场上，巨
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 A 组决赛中，以 7 分 55 秒
50获得冠军，帮助中国赛艇队豪取该项目的七连冠。

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算得上赛艇项目中最能体现综
合实力的项目，历史悠久、观赏性强。 中国女子八人单桨
队曾在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夺得铜牌， 但自 2008 年开
始连续三届无缘奥运赛场。 而今天这支女子八人单桨队
是在今年 5 月初才完成整合， 云集了双人双桨、 双人单
桨、四人单桨和八人单桨 4 个项目中能力最强的选手。

“这么多年，孩子的辛苦付出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 这次冲上奥运竞技的舞台，巨蕊和队友们顽强拼搏，
为国家争荣誉，证明付出是值得的。 ”巨年柱说。

安徽名将王春雨挺进

奥运女子 800米半决赛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 月 30 日上午，东京奥运会田

径比赛首日，在女子 800米预赛中，安徽名将王春雨以 2分
00秒 05的成绩从第六小组脱颖而出，成功挺进半决赛。

在女子 800米预赛第六小组比赛中， 王春雨位于第
7 赛道， 本组中最强劲的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美
国选手威尔逊、世界排名第八的英国选手里基。王春雨不
畏强敌，最终以小组第三的成绩冲过终点线，里基和威尔
逊分别获得小组第一、第二。

26 岁的王春雨是第二次出征奥运， 她曾在 2016 年
里约奥运会上取得女子 800 米半决赛小组第八的成绩，
遗憾未能挺进决赛。 在 7 月 11 日“韵味杭州”2021 年田
径邀请赛上， 她以 1 分 59 秒 18 的成绩获得女子 800 米
决赛冠军，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

本届奥运会女子 800 米预赛共有 48 名世界高手参
赛，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三名和 6 个最好成绩进入
半决赛。女子 800 米半决赛、决赛将分别于 7 月 31 日晚、
8 月 3 日晚举行。

“三朝元老”终圆梦
汪顺历史性摘金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光）汪
顺坐在浮标线上，右手指向看台上的教练和队友。 这一刻，
他做到了!在他之前，中国游泳男运动员还从未在奥运会混
合泳项目上拿过金牌。

“到边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游了 1 分 55 秒整！ ”汪
顺激动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像做梦一样！给自己今天的表
现，打 10 分。 ”

200 米个人混合泳高手云集， 东京奥运会 400 米个人
混合泳冠军美国选手卡利什、2019 年世锦赛冠军东道主选
手濑户大也和游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美国选手安德鲁都
是冠军有力争夺者。 汪顺在青岛全国冠军赛上游出 1 分 56
秒 78 的成绩，今年世界排名仅列第九，因此赛前汪顺的夺
金前景并不被看好。

不过随着赛程深入，汪顺也渐入佳境。 半决赛他游出了 1
分 56秒 22的成绩，和自己在 2017年全国冠军赛上创造的个
人最好成绩只差了 0.06秒，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杀入决赛。

决赛中，汪顺蝶泳过后排名第三，仰泳过后上升至第一
位。蛙泳此前一直是汪顺混合泳的短板，不过他在比赛中顶
住了压力，虽然被对手反超跌至第二，但差距并不大。“之前
一直跟闫子贝他们一起训练，也学习了很多，我觉得对我帮
助非常大。 ”汪顺赛后说。

最后的 50 米自由泳， 汪顺游出了 27 秒 37 的成绩，是
所有选手中最快的。凭借自由泳的强势表现，汪顺再度升至
第一，最终率先触壁。

1 分 55 秒 00 的成绩， 相较于汪顺个人最好成绩提升
了 1 秒 16。 “我觉得我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赛前
我说的，要让国歌在东京的赛场奏响，让国旗在东京的赛场
飞扬。 ”汪顺说，“是祖国人民给我的力量。 ”

从伦敦奥运会的一无所获， 到里约奥运会 200 米个人
混合泳铜牌，再到东京奥运会站上最高领奖台，汪顺说，自
己变化的是心态。

“伦敦奥运会，我觉得就是去玩的。里约奥运会，看到队
友们拿牌，我也想去拿牌。这次的话，我没有跟谁去比，注重
自己的表现。 ”汪顺说。

作为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汪顺说：“希望我坚
强、不服输的精神能感染中国游泳队的所有队员，为祖国争
光，为民族争气！ ”

尽管已经 27 岁了， 但汪顺并不觉得东京奥运会就是
自己竞技生涯的终点 。 “2024 年巴黎 ， 我们一定还会再
见！ ”他说。

创造历史！
马龙成奥运会乒乓球

男单卫冕第一人
新华社东京 7 月 30 日电（记者 张寒 苏斌）国乒男队

队长马龙 30 日晚在一场中国队“内战”中 4∶2 战胜队友樊
振东，成功卫冕奥运会男单冠军。

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个男子选手在
个人项目上蝉联过金牌。 赢得这块男单金牌后，马龙成功
超越马琳、张继科，成为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上冠军荣誉最
多的球员，超越王楠成为最多世界冠军获得者（25 冠），也
成就男子乒坛史无前例的首个双圈大满贯。

从马龙与樊振东的交手记录来看，32 岁的马龙胜绩比
例占优。 二人此前在正式国际比赛中有过 20 次交手，同样
年少成名但年纪小了龙队 8 岁的樊振东只赢过 5 次。

30 日晚的这场决赛中，开局马龙进入状态较快，樊振
东则直到第二局才开始释放情绪。 当马龙以 11∶4、10∶12、
11∶8、11∶9 将大分改写为 3∶1 领先， 任谁都觉得马龙卫冕
“稳了”，但樊振东并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个性，第五局中段
他连得 6 分，将开局 2:0 的优势扩大到 8∶2，9∶3 时的变线甚
至看上去是一记无解的“神球”。 10∶3 拿到局点后，樊振东
继续在转与变上做文章，11∶3。

第六局，马龙 5∶2 领先时樊振东给自己叫了个暂停，回
来立即得分。 但后面马龙的两个发球机会，樊振东“吃了”
一个“赚了”一个，而马龙也绝不“吃亏”，将接下来樊振东
的两个发球都转化为自己的得分。

4∶6 落后时，樊振东发球前拍球竟然失手把球拍丢了，
透露了他那一时刻真实的紧张情绪。也是从 6∶4 开始，马龙
打出一个 3∶1 的小高潮，又再接再厉 10∶6 拿下赛点，最终
在反手相持中逼迫樊振东下网，11∶7。

获胜后，马龙举起双手比出一个大大的心，与五年前
里约夺冠后胸前的比心遥相呼应。

“黄鸭”笑傲东京湾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丁文娴 陆睿 姬烨）

30 日的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广场见证了一场羽毛球巅峰
对决。东京奥运会混双决赛，前两号种子隔网相对。 66 分钟
的精彩较量后， 王懿律/黄东萍 2∶1 力克队友郑思维/黄雅
琼，把金灿灿的奖牌挂到了脖子上。

队友互相佩戴奖牌时， 王懿律还用手揉了一下黄东萍
的脸。 随后，体育馆开赛以来第一次奏响国歌，两面五星红
旗同时冉冉升起。

小时候，王懿律由于身体素质出众，被体校教练一眼选
中，从此拿起球拍。 2011 年，17 岁的浙江少年在青少年赛中
赢得男双冠军，转年进入国家队。没有很兴奋，更多是迷茫，
他感觉“像在被推着走”。

2012 年也是王懿律第一次与黄东萍合作，他们搭档混
双，一举拿下亚青赛亚军。那次，是 17 岁的黄东萍第一次身
披国家队战袍站上领奖台。

福建南安姑娘黄东萍小时候因为体质弱被送去学球，
进入省队后又被汤仙虎选中、进入国家二队。 亚青赛后，她
兼项女双和混双，在国际比赛中屡次取得不俗战绩。但直到
2017 年，和王懿律的组合才算固定下来。

2018年亚锦赛、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夺魁，2019
年卫冕亚锦赛冠军，并拿下印度、日本、泰国等几站公开赛冠
军……王懿律/黄东萍的名字逐渐被大众熟知，“黄鸭”组合的
世界排名稳定在世界前几，逐渐成长为国羽王牌组合。

那个迷茫的男孩不见了。 王懿律内心十足坚定：“人最
怕的就是没有目标，跟咸鱼一样。 自己有了明确的目标，幸
福感就提升了。 ”

黄东萍也经历了锤炼与蜕变。 好胜心很强的她容易急
躁，曾长时间陷入一种“很想赢”的状态，训练状态有起伏，
情绪也跟着波动。 这几年，她努力让自己沉静下来，保持平
和心态。她告诉自己：“不管有没有收获，付出肯定是对的。”

2021 年 7 月， 阔别国际赛场 16 个月之久的中国羽毛
球队“空降”东京。“黄鸭”分在实力最强的小组，但他们连克
强敌，与队友郑思维/黄雅琼胜利会师！

决赛才是最难打的一仗。 “雅思”“黄鸭”这两对组合，球
迷习惯称之为“双保险”，几乎包揽了近几年所有世界大赛的
混双冠军。细论起来，“雅思”冠军拿得更多些。在世界羽联的
统计中， 此前双方 15次交手，“黄鸭”2胜。 但竞技体育没有
理所应当。 “黄鸭”赢了第 16场———或许最重要的那一场。

没有心理包袱，放手一搏。 “最重要的是信念，我们更坚
定，所以赢得了这场比赛。 ”“黄鸭”说。 总结东京之旅，俩人
异口同声：“步步高升。 ”

多项齐冲金 女排生死战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王沁鸥 王恒志）
31 日，中国将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
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女排将迎出线生死战。

休战两天后， 中国优势项目举重 31 日将重燃战火，
老将吕小军将在男子 81 公斤级比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女子 50 米步枪三姿中，史梦瑶将携手队友陈东琦向奖牌
发起冲击。 女子帆板 RS∶X 级，中国选手卢云秀目前预赛
排名第一，有望争夺金牌。 蹦床男子个人项目中，伦敦奥
运会冠军董栋将联手队友高磊冲金。游泳 31 日将迎来倒
数第二个比赛日，4×100 米混合泳接力中，预赛排名第三
晋级的中国队有望冲金。 中国女排 31 日晚将迎来生死
战，如再负意大利，则将彻底出线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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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 在东京奥运会赛艇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 由王
子风、王宇微、徐菲、苗甜、张敏、巨
蕊、李晶晶、郭淋淋和舵手张德常组
成的中国组合以 6分 01 秒 21 的成
绩摘得铜牌。

当天上午， 在蚌埠市怀远县，
巨蕊的家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紧
张地观看了整场比赛 。 决赛后半
程 ， 巨蕊和队友们开始发力 ，在
1500 米处冲到第三的位置，并保持
到了终点。 “铜牌、铜牌！ ”巨蕊的家
人们在决赛结果公布后，兴奋地喊
了起来。 巨蕊的父亲巨年柱激动不
已：“女儿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是我
们全家的骄傲。 ”

1993 年出生的巨蕊走上赛艇
项目之路缘于一次偶然机遇。 2007
年， 巨蕊遇到了自己的启蒙恩师、
蚌埠市体育学校赛艇队高级教练
朱克勇，她的命运就此改变。

“当时，怀远县开运动会，巨蕊
参加了女子篮球比赛，我一眼就相
中了这个小姑娘。 ”朱克勇回忆说，
“水上运动就是要大个子， 身高是
最重要的选才标准， 当时才 14 岁
的巨蕊身高已经超过 176 厘米，所
以我把她选拔进了蚌埠市体校赛艇队，开始接受训练。 ”

回想当年巨蕊训练的日子，朱克勇很感慨，他说巨蕊
训练时特别刻苦，而且用心，成绩提高得很快。 更难得的
是，这个小姑娘一点都不娇气。

“水上运动本来就苦，天天风吹日晒，被晒得肤色黝
黑很正常。对于一些娇气的女孩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巨
蕊从来不在意这些，刻苦训练，提高成绩，是她唯一在意
的事。 ”朱克勇告诉记者。

在随恩师训练两年左右后，2009 年底， 巨蕊被输送
到武汉赛艇队，2011 年转至北京赛艇队。 2011 年城运会，
巨蕊崭露头角，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中复赛第一、决赛第
四。 2017 年全运会赛场上，巨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四人
单桨比赛中顺利夺冠。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赛场上，巨
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 A 组决赛中，以 7 分 55 秒
50获得冠军，帮助中国赛艇队豪取该项目的七连冠。

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算得上赛艇项目中最能体现综
合实力的项目，历史悠久、观赏性强。 中国女子八人单桨
队曾在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夺得铜牌， 但自 2008 年开
始连续三届无缘奥运赛场。 而今天这支女子八人单桨队
是在今年 5 月初才完成整合， 云集了双人双桨、 双人单
桨、四人单桨和八人单桨 4 个项目中能力最强的选手。

“这么多年，孩子的辛苦付出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 这次冲上奥运竞技的舞台，巨蕊和队友们顽强拼搏，
为国家争荣誉，证明付出是值得的。 ”巨年柱说。

安徽名将王春雨挺进

奥运女子 800米半决赛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 月 30 日上午，东京奥运会田

径比赛首日，在女子 800米预赛中，安徽名将王春雨以 2分
00秒 05的成绩从第六小组脱颖而出，成功挺进半决赛。

在女子 800米预赛第六小组比赛中， 王春雨位于第
7 赛道， 本组中最强劲的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美
国选手威尔逊、世界排名第八的英国选手里基。王春雨不
畏强敌，最终以小组第三的成绩冲过终点线，里基和威尔
逊分别获得小组第一、第二。

26 岁的王春雨是第二次出征奥运， 她曾在 2016 年
里约奥运会上取得女子 800 米半决赛小组第八的成绩，
遗憾未能挺进决赛。 在 7 月 11 日“韵味杭州”2021 年田
径邀请赛上， 她以 1 分 59 秒 18 的成绩获得女子 800 米
决赛冠军，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

本届奥运会女子 800 米预赛共有 48 名世界高手参
赛，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三名和 6 个最好成绩进入
半决赛。女子 800 米半决赛、决赛将分别于 7 月 31 日晚、
8 月 3 日晚举行。

“三朝元老”终圆梦
汪顺历史性摘金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光）汪
顺坐在浮标线上，右手指向看台上的教练和队友。 这一刻，
他做到了!在他之前，中国游泳男运动员还从未在奥运会混
合泳项目上拿过金牌。

“到边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游了 1 分 55 秒整！ ”汪
顺激动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像做梦一样！给自己今天的表
现，打 10 分。 ”

200 米个人混合泳高手云集， 东京奥运会 400 米个人
混合泳冠军美国选手卡利什、2019 年世锦赛冠军东道主选
手濑户大也和游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美国选手安德鲁都
是冠军有力争夺者。 汪顺在青岛全国冠军赛上游出 1 分 56
秒 78 的成绩，今年世界排名仅列第九，因此赛前汪顺的夺
金前景并不被看好。

不过随着赛程深入，汪顺也渐入佳境。 半决赛他游出了 1
分 56秒 22的成绩，和自己在 2017年全国冠军赛上创造的个
人最好成绩只差了 0.06秒，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杀入决赛。

决赛中，汪顺蝶泳过后排名第三，仰泳过后上升至第一
位。蛙泳此前一直是汪顺混合泳的短板，不过他在比赛中顶
住了压力，虽然被对手反超跌至第二，但差距并不大。“之前
一直跟闫子贝他们一起训练，也学习了很多，我觉得对我帮
助非常大。 ”汪顺赛后说。

最后的 50 米自由泳， 汪顺游出了 27 秒 37 的成绩，是
所有选手中最快的。凭借自由泳的强势表现，汪顺再度升至
第一，最终率先触壁。

1 分 55 秒 00 的成绩， 相较于汪顺个人最好成绩提升
了 1 秒 16。 “我觉得我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赛前
我说的，要让国歌在东京的赛场奏响，让国旗在东京的赛场
飞扬。 ”汪顺说，“是祖国人民给我的力量。 ”

从伦敦奥运会的一无所获， 到里约奥运会 200 米个人
混合泳铜牌，再到东京奥运会站上最高领奖台，汪顺说，自
己变化的是心态。

“伦敦奥运会，我觉得就是去玩的。里约奥运会，看到队
友们拿牌，我也想去拿牌。这次的话，我没有跟谁去比，注重
自己的表现。 ”汪顺说。

作为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汪顺说：“希望我坚
强、不服输的精神能感染中国游泳队的所有队员，为祖国争
光，为民族争气！ ”

尽管已经 27 岁了， 但汪顺并不觉得东京奥运会就是
自己竞技生涯的终点 。 “2024 年巴黎 ， 我们一定还会再
见！ ”他说。

创造历史！
马龙成奥运会乒乓球

男单卫冕第一人
新华社东京 7 月 30 日电（记者 张寒 苏斌）国乒男队

队长马龙 30 日晚在一场中国队“内战”中 4∶2 战胜队友樊
振东，成功卫冕奥运会男单冠军。

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个男子选手在
个人项目上蝉联过金牌。 赢得这块男单金牌后，马龙成功
超越马琳、张继科，成为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上冠军荣誉最
多的球员，超越王楠成为最多世界冠军获得者（25 冠），也
成就男子乒坛史无前例的首个双圈大满贯。

从马龙与樊振东的交手记录来看，32 岁的马龙胜绩比
例占优。 二人此前在正式国际比赛中有过 20 次交手，同样
年少成名但年纪小了龙队 8 岁的樊振东只赢过 5 次。

30 日晚的这场决赛中，开局马龙进入状态较快，樊振
东则直到第二局才开始释放情绪。 当马龙以 11∶4、10∶12、
11∶8、11∶9 将大分改写为 3∶1 领先， 任谁都觉得马龙卫冕
“稳了”，但樊振东并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个性，第五局中段
他连得 6 分，将开局 2:0 的优势扩大到 8∶2，9∶3 时的变线甚
至看上去是一记无解的“神球”。 10∶3 拿到局点后，樊振东
继续在转与变上做文章，11∶3。

第六局，马龙 5∶2 领先时樊振东给自己叫了个暂停，回
来立即得分。 但后面马龙的两个发球机会，樊振东“吃了”
一个“赚了”一个，而马龙也绝不“吃亏”，将接下来樊振东
的两个发球都转化为自己的得分。

4∶6 落后时，樊振东发球前拍球竟然失手把球拍丢了，
透露了他那一时刻真实的紧张情绪。也是从 6∶4 开始，马龙
打出一个 3∶1 的小高潮，又再接再厉 10∶6 拿下赛点，最终
在反手相持中逼迫樊振东下网，11∶7。

获胜后，马龙举起双手比出一个大大的心，与五年前
里约夺冠后胸前的比心遥相呼应。

“黄鸭”笑傲东京湾
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丁文娴 陆睿 姬烨）

30 日的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广场见证了一场羽毛球巅峰
对决。东京奥运会混双决赛，前两号种子隔网相对。 66 分钟
的精彩较量后， 王懿律/黄东萍 2∶1 力克队友郑思维/黄雅
琼，把金灿灿的奖牌挂到了脖子上。

队友互相佩戴奖牌时， 王懿律还用手揉了一下黄东萍
的脸。 随后，体育馆开赛以来第一次奏响国歌，两面五星红
旗同时冉冉升起。

小时候，王懿律由于身体素质出众，被体校教练一眼选
中，从此拿起球拍。 2011 年，17 岁的浙江少年在青少年赛中
赢得男双冠军，转年进入国家队。没有很兴奋，更多是迷茫，
他感觉“像在被推着走”。

2012 年也是王懿律第一次与黄东萍合作，他们搭档混
双，一举拿下亚青赛亚军。那次，是 17 岁的黄东萍第一次身
披国家队战袍站上领奖台。

福建南安姑娘黄东萍小时候因为体质弱被送去学球，
进入省队后又被汤仙虎选中、进入国家二队。 亚青赛后，她
兼项女双和混双，在国际比赛中屡次取得不俗战绩。但直到
2017 年，和王懿律的组合才算固定下来。

2018年亚锦赛、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夺魁，2019
年卫冕亚锦赛冠军，并拿下印度、日本、泰国等几站公开赛冠
军……王懿律/黄东萍的名字逐渐被大众熟知，“黄鸭”组合的
世界排名稳定在世界前几，逐渐成长为国羽王牌组合。

那个迷茫的男孩不见了。 王懿律内心十足坚定：“人最
怕的就是没有目标，跟咸鱼一样。 自己有了明确的目标，幸
福感就提升了。 ”

黄东萍也经历了锤炼与蜕变。 好胜心很强的她容易急
躁，曾长时间陷入一种“很想赢”的状态，训练状态有起伏，
情绪也跟着波动。 这几年，她努力让自己沉静下来，保持平
和心态。她告诉自己：“不管有没有收获，付出肯定是对的。”

2021 年 7 月， 阔别国际赛场 16 个月之久的中国羽毛
球队“空降”东京。“黄鸭”分在实力最强的小组，但他们连克
强敌，与队友郑思维/黄雅琼胜利会师！

决赛才是最难打的一仗。 “雅思”“黄鸭”这两对组合，球
迷习惯称之为“双保险”，几乎包揽了近几年所有世界大赛的
混双冠军。细论起来，“雅思”冠军拿得更多些。在世界羽联的
统计中， 此前双方 15次交手，“黄鸭”2胜。 但竞技体育没有
理所应当。 “黄鸭”赢了第 16场———或许最重要的那一场。

没有心理包袱，放手一搏。 “最重要的是信念，我们更坚
定，所以赢得了这场比赛。 ”“黄鸭”说。 总结东京之旅，俩人
异口同声：“步步高升。 ”

多项齐冲金 女排生死战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30日电 （记者 王沁鸥 王恒志）
31 日，中国将在举重、射击、游泳、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
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女排将迎出线生死战。

休战两天后， 中国优势项目举重 31 日将重燃战火，
老将吕小军将在男子 81 公斤级比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女子 50 米步枪三姿中，史梦瑶将携手队友陈东琦向奖牌
发起冲击。 女子帆板 RS∶X 级，中国选手卢云秀目前预赛
排名第一，有望争夺金牌。 蹦床男子个人项目中，伦敦奥
运会冠军董栋将联手队友高磊冲金。游泳 31 日将迎来倒
数第二个比赛日，4×100 米混合泳接力中，预赛排名第三
晋级的中国队有望冲金。 中国女排 31 日晚将迎来生死
战，如再负意大利，则将彻底出线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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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 在东京奥运会赛艇
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 由王
子风、王宇微、徐菲、苗甜、张敏、巨
蕊、李晶晶、郭淋淋和舵手张德常组
成的中国组合以 6分 01 秒 21 的成
绩摘得铜牌。

当天上午， 在蚌埠市怀远县，
巨蕊的家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紧
张地观看了整场比赛 。 决赛后半
程 ， 巨蕊和队友们开始发力 ，在
1500 米处冲到第三的位置，并保持
到了终点。 “铜牌、铜牌！ ”巨蕊的家
人们在决赛结果公布后，兴奋地喊
了起来。 巨蕊的父亲巨年柱激动不
已：“女儿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是我
们全家的骄傲。 ”

1993 年出生的巨蕊走上赛艇
项目之路缘于一次偶然机遇。 2007
年， 巨蕊遇到了自己的启蒙恩师、
蚌埠市体育学校赛艇队高级教练
朱克勇，她的命运就此改变。

“当时，怀远县开运动会，巨蕊
参加了女子篮球比赛，我一眼就相
中了这个小姑娘。 ”朱克勇回忆说，
“水上运动就是要大个子， 身高是
最重要的选才标准， 当时才 14 岁
的巨蕊身高已经超过 176 厘米，所
以我把她选拔进了蚌埠市体校赛艇队，开始接受训练。 ”

回想当年巨蕊训练的日子，朱克勇很感慨，他说巨蕊
训练时特别刻苦，而且用心，成绩提高得很快。 更难得的
是，这个小姑娘一点都不娇气。

“水上运动本来就苦，天天风吹日晒，被晒得肤色黝
黑很正常。对于一些娇气的女孩来说，很难接受。但是，巨
蕊从来不在意这些，刻苦训练，提高成绩，是她唯一在意
的事。 ”朱克勇告诉记者。

在随恩师训练两年左右后，2009 年底， 巨蕊被输送
到武汉赛艇队，2011 年转至北京赛艇队。 2011 年城运会，
巨蕊崭露头角，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中复赛第一、决赛第
四。 2017 年全运会赛场上，巨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四人
单桨比赛中顺利夺冠。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赛场上，巨
蕊和队友在赛艇女子双人单桨 A 组决赛中，以 7 分 55 秒
50获得冠军，帮助中国赛艇队豪取该项目的七连冠。

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算得上赛艇项目中最能体现综
合实力的项目，历史悠久、观赏性强。 中国女子八人单桨
队曾在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上夺得铜牌， 但自 2008 年开
始连续三届无缘奥运赛场。 而今天这支女子八人单桨队
是在今年 5 月初才完成整合， 云集了双人双桨、 双人单
桨、四人单桨和八人单桨 4 个项目中能力最强的选手。

“这么多年，孩子的辛苦付出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 这次冲上奥运竞技的舞台，巨蕊和队友们顽强拼搏，
为国家争荣誉，证明付出是值得的。 ”巨年柱说。

安徽名将王春雨挺进

奥运女子 800米半决赛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 月 30 日上午，东京奥运会田

径比赛首日，在女子 800米预赛中，安徽名将王春雨以 2分
00秒 05的成绩从第六小组脱颖而出，成功挺进半决赛。

在女子 800米预赛第六小组比赛中， 王春雨位于第
7 赛道， 本组中最强劲的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美
国选手威尔逊、世界排名第八的英国选手里基。王春雨不
畏强敌，最终以小组第三的成绩冲过终点线，里基和威尔
逊分别获得小组第一、第二。

26 岁的王春雨是第二次出征奥运， 她曾在 2016 年
里约奥运会上取得女子 800 米半决赛小组第八的成绩，
遗憾未能挺进决赛。 在 7 月 11 日“韵味杭州”2021 年田
径邀请赛上， 她以 1 分 59 秒 18 的成绩获得女子 800 米
决赛冠军，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

本届奥运会女子 800 米预赛共有 48 名世界高手参
赛，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三名和 6 个最好成绩进入
半决赛。女子 800 米半决赛、决赛将分别于 7 月 31 日晚、
8 月 3 日晚举行。

游泳送上惊喜 中国日进四金
新华社东京 7 月 30 日电 （记者 王恒志

王沁鸥 叶珊）男子混合泳金牌！ 女子蹦床金
牌！ 中国军团 30 日在东京奥运会上连入 4
金， 以 19 金 10 银 11 铜继续排在金牌榜首
位。 世界头号网球男单焦科维奇“金满贯”梦
碎，无缘男单决赛。

从菲尔普斯到罗切特， 男子 200 米混合
泳向来是美国选手的天下。 “后菲鱼”时代首
次奥运争夺， 中国选手汪顺以 1 分 55 秒 00
的出色成绩强势夺冠，为中国队带来一块“意
料外” 的金牌。 “给自己今天的表现， 打 10
分。 ”汪顺赛后说，他这可不是骄傲，这个夺冠
成绩足足把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 1 秒
16，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30 日的奥运赛场上还三次同时飘扬
起两面五星红旗。 除了前一日已
提前将金、银牌收入囊中
的羽毛球混双和

乒乓球男单，当日开赛的蹦床女子个人赛，中
国也包揽冠亚军。 刘灵玲和朱雪莹从资格赛
到决赛都表现完美，始终占据前两位，最终朱
雪莹以 56.635 分获得冠军， 刘灵玲 0.285 分
之差收获亚军。 羽毛球混双决赛，王懿律/黄
东萍 2∶1 战胜队友郑思维/黄雅琼夺冠， 乒乓
球男单决赛，马龙 4∶2 击败樊振东夺金，成为
乒乓球男单奥运卫冕第一人。

当日中国军团还有不少惊喜。 羽毛球男
双半决赛中， 李俊慧/刘雨辰 2∶0 击败马来西
亚组合闯进决赛，为中国队再添争金点；两位
女单选手陈雨菲、何冰娇会师半决赛。中国男
子重剑队险些创造历史， 世界排名第六的他

们最终获得男重团体第四名。 在马
术三项赛盛装舞步比赛中 ，

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
华天 和 他 的

爱 驹

“堂”目前排名第二，但他更看重的则是自己
身边有了团队。 中国女篮第二战对阵澳大利
亚，面对世界排名高于自己的对手，中国女篮
76∶74 力克对手，迎来小组赛两连胜。

东京奥运会 30 日共产生 21 枚金牌，赛
艇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收官。 中国队日入
四金后，以 19 金 10 银 11 铜继续排在金牌榜
首位，日本队 17 金 4 银 7 铜排在次席，美国
队 14 金 16 银 11 铜排在第三位。 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也点赞了中国军团的表现：“我认为
这是（中国代表团的）巨大成功，而且这次在
许多非传统强项中，中国队也表现很好。显而
易见， 中国奥委会在运动员备战方面工作很
出色。 ”

多位传奇选手 30 日在奥运赛场折戟 。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网球天王焦科
维奇“金满贯”梦碎，他 1∶2 被世界排名第五
的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逆转 ， 无缘男单决

赛 。 田径赛场的首枚金牌则被埃塞俄比亚
“00 后 ”小将巴雷加夺得 ，男子 10000 米世
界纪录保持者 、 乌干达名将切普特盖 0.41
秒之差告负。

东道主日本当日深深体会了什么是“失之
东隅收之桑榆”。 在志在有所作为的羽毛球项
目上， 随着山口茜被印度选手辛杜淘汰出局，
日本羽毛球选手已全军覆没；日本女足 1∶3 不
敌瑞典，也无缘四强。但在男子重剑团体赛中，
他们一路爆冷，夺得自己奥运史上首个击剑冠
军。目前，金牌数已达 17枚的日本已经创造了
奥运会历史最好战绩。 此前，他们最多在一届
奥运会中拿到过 16枚金牌。

31日将决出 21枚金牌， 中国队在举重、游
泳、射击、帆船帆板、蹦床等项目上有冲金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