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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项目持续发力 第二比赛日再添三金

中国体育代表团领跑奖牌榜

����
����������	��������	u��
�
����
�����v���������������
�����	
������	����
�����
�
����
a�a����
�����
����b�����
����a�	�a������������������
�����������	�����������
���

�����	�������	�	�������	�
��
����	b��

���� 
%���7� �� ���
�� �3�2��� �	 ����� �&������� 	����
�("������ ����� � #�6��� �	 �����

 %���4� �� ����� � $)���� �� �����

 %���9� �� ����� � "�������	 ���
�� �	 ������ �"7������ ��b

����
	���������������� ��������
	���
��

ቶӚ䆜᭥䱕࠼⋨ᆿᆷޢ ����ᒪ�P ��ᰛ

����	���	��������

本报讯（记者 梁斌）2021年“中国银行
杯”全国大众柔道嘉年华、2021年中国中学
生柔道锦标赛暨晋江2020世中运柔道项目
选拔赛昨天在天津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全
国的柔道小选手们参加了柔道综合训练营、
冠军面对面互动活动以及颁奖典礼。

在柔道综合训练营中，小选手们互相
切磋，相互学习，结交新朋友。在冠军面对
面互动活动中，天津柔道冠军们用耐心的
辅导和讲解，让小选手们深刻体会到柔道
运动的魅力。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跆
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佟文表示：“本次训
练营让每个人都收获满满，也满足了小选
手们再一次站在赛场上的愿望。”

本报讯（记者 顾颖）可能，追溯整个中超联赛的历史，都
从来不曾有过半数球队一起关注天气预报的时候，昨天，这个
情形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尽管昨天从一早开始，身在苏
州赛区的8支球队，都在按照“比赛日节奏”推进，按部就班准
备当天的比赛，但是大家同时也在不断关注天气预报，关注今
年第6号台风“烟花”的最新消息，关注外面的雨势，关注中国
足协、职业联盟筹备组可能发出的通知……

果然，临近中午的时候，通知来了，中超联赛官方宣布，为
保障比赛相关人员安全及赛事顺利完成，经苏州赛区组委会
研究决定，2021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第8轮苏州赛区比赛由7
月25日整体调整至8月15日进行，具体开球时间另行通知。

除了昨天雨忽大忽小一直在下之外，气象预报显示，苏州
今天中雨转暴雨，明天暴雨，28日，也就是津门虎队和长春亚
泰队在江阴体育中心比赛的当天，是暴雨转中雨的天气，这几
天的训练如何安排，甚至28日的4场比赛能否顺利如期进
行，目前都还是未知数。

这种调整对津门虎队最现实的影响是，卡达尔和钱宇淼
的停赛，要被停在28日和长春亚泰队这一场，这场比赛球队
的内部目标如何制定，在钱宇淼停赛后，U23首发人选如何确
定，整体防线如何安排，是一系列的问题。

另外，昨天苏州赛区还有个新闻，是蒿俊闵要离开山东泰
山队，离开广州赛区，顶风冒雨来苏州，向武汉队报到。在昨
天上午蒿俊闵通过个人微博发布了一封情深谊长的告别信，
正式结束自己的“山东十年”后，武汉队随即官方宣布了他的
加盟，欢迎他回归家乡。8月6日津门虎队还将有一场与武汉
队的交锋，届时天津球迷应该也能在场上看到这位曾在天津
效力的悍将。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东京奥运会网球比
赛昨天在有明网球森林公园展开女单首轮争
夺，“津花”王蔷以6：4、6：3战胜巴拉圭球员罗
伊格，赢得开门红。郑赛赛则以1：6、4：6负于
赛会2号种子东道主选手大坂直美，并在女双
首轮中，与段莹莹搭档以2：6、1：6不敌捷克组
合卡·普利斯科娃/万卓索娃，遭遇一日双败。
为了更好地备战奥运会，王蔷放弃了包括

温网在内的草地赛季。就像她之前所言：“能够
代表祖国出战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我很开
心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为了奥运梦想，
完全可以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以我是中国人
的身份来参加奥运会，这让我义无反顾。”这是
王蔷的第二次奥运会之旅，当年在里约奥运会
时，她三盘大战不敌库兹涅佐娃，遭遇一轮游。
此次首轮对阵现世界排名第217位的罗伊格，

王蔷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直落两盘晋级。
郑赛赛也是第二次出战奥运会，在里

约奥运会女单首轮，她直落两盘淘汰4号种
子A·拉德万斯卡。本场面对实力强劲的
大坂直美，郑赛赛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盘间休息时，郑赛赛去了洗手间，大坂直美
则坐在场边吃西瓜。回到场地前，郑赛赛
向执法裁判告知自己的球拍磅数不是自己
要求的，但比赛只能继续，郑赛赛最终负于
对手，大坂直美第二轮将面对来自瑞士的
单反球员戈卢比奇。

台风“烟花”来袭 苏州赛区中超比赛改期

战亚泰津门虎面临一系列问题

全国大众柔道嘉年华落幕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奥运会主赛期
第二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发力，斩获
3金1银3铜。在曲棍球、乒乓球、游泳等项
目中，中国体育健儿也都有着优异表现。本
日比赛结束后，中国体育代表以6金1银4铜
的战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跳水梦之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
跳”顺利摘金，在女子双人三米板比赛中，施
廷懋和王涵的组合，以326.4分的总成绩夺
冠，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这是施廷懋
连续第二次在该项目中夺金，已到而立之年
的王涵，也终于迎来了等待十余年之久的奥

运圆梦时刻。两人为中国跳水“梦之队”赢
得开门红。
李发彬在举重赛场同样展现出压倒性实

力，他在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41
公斤，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顺利夺
冠，并打破奥运纪录。稍晚出场的谌利军，在
男子67公斤级比赛中上演惊天逆转。他在
抓举成绩仅145公斤，总成绩落后11公斤的
情况下，挺举举起187公斤，以总成绩332公
斤摘得金牌，同时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奥
运纪录。
中国射击队未能延续首日的夺金势

头，但两名“00后”小将的表现足够出色。
21岁的姜冉馨在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
以总成绩 218环摘得铜牌。男子 10米气
步枪比赛中，16岁小将盛李豪在资格赛涉
险过关的情况下，以250.9环的决赛成绩夺
得银牌。他的队友杨皓然以229.4环斩获
铜牌，弥补了上届里约奥运会无缘奖牌的
遗憾。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旗手赵帅在跆拳
道男子68公斤级比赛中，也为中国代表团
斩获一枚铜牌。

其他比赛中，中国体育健儿也大多有
着出色表现。中国女曲在小组赛首轮比赛

中，以4：3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国乒混双
组合许昕和刘诗雯在混合双打半决赛中以
4：0轻取法国组合莱贝松和袁佳楠，强势挺
进决赛。
“津花”王蔷在女子网球单打首轮比赛

中，直落两盘击败罗伊格，首次晋级奥运
会单打比赛第二轮。男子赛艇双人双桨
半决赛，中国组合刘治宇和张亮以6分23
秒 1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二，顺利晋级A
组决赛。两名游泳运动员张雨霏和闫子贝
分别闯入女子100米蝶泳和男子100米蛙
泳决赛。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的东京奥运会
男子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李发彬和谌利军分
别上演“金鸡独立”和“绝地逆转”的好戏，夺
得61公斤级和67公斤级冠军，这不仅是被
誉为“梦之队”的中国举重队本届比赛的第二
枚和第三枚金牌，而且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
届比赛的第五金和第六金。
男子举重61公斤级决赛，28岁的李发

彬充分展现了“自信+实力”的一面，他首把
挺举试举了166公斤的杠铃时，不仅轻松成
功举起，竟然还能用单腿支撑身体——展示
“金鸡独立”这在举重赛场罕见的一幕，看得
观众心惊肉跳，但他自己却不禁笑起来，并稳
稳站住。霸气十足的李发彬最终以抓举141
公斤、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夺得冠
军，并且打破了总成绩和挺举的奥运会纪

录。赛后，谈及比赛中的“金鸡独立”，首次参
加奥运会的李发彬表示：“就是重心不稳，算
是自己的老毛病，但不能迅速调整过来，只能
慢慢调整，以前腿最高抬到过90度。只是没
想到这样的大赛，做这种动作让人担心。自
己在以前的比赛和训练中也做过类似动作，
因此被教练批评过，大家也不要去模仿这个
动作。”他开玩笑地表示，“也是好事，玩点花
样没准大家会喜欢。”

1993年1月15日，李发彬生于福建泉州
南安，9岁进入南安体校开始举重训练。
2009年，李发彬的训练状态不是很好，他也
因此产生了不想再练的念头，但在教练的劝
说下，他最终打消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2011年，李发彬获得世青赛男子56公斤级金
牌，成为中国男子举重的新星。过去十几年，
李发彬的级别一直是56公斤级。2018年举
重级别调整后，李发彬从56公斤级改到了现
在的61公斤级，自此不用再为降重烦恼，成
绩也是突飞猛进。厚积薄发的李发彬最终站
在了东京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男子举重67公斤级决赛，28岁的谌利军
在抓举落后6公斤、总成绩落后11公斤的不利
局面下，挺举第二把举起187公斤的重量，上演
“绝地逆转”，最终以抓举145公斤、挺举187公
斤、总成绩332公斤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总成绩
和挺举的奥运会纪录。5年前，作为世界冠军
和世界纪录保持者，谌利军在里约奥运会62公
斤决赛的抓举比赛中，因为赛前热身时两腿严
重抽筋，未能完赛而遗憾离开了赛场。昨晚，
谌利军最终战胜自我，夺得东京奥运会冠军，
弥补了5年前的遗憾。谌利军1993年出生于
湖南益阳安化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0岁时进
入市少儿体校接受举重训练，2006年进入湖南
省专业队。2018年，国际举联对举重竞赛级别
进行了调整，谌利军也由62公斤级改为67公
斤级。东京奥运周期内，谌利军赛场表现稳
定，成绩也提升得很快。

本报讯（记者李蓓）北京时间昨天下午，
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中
国名将施廷懋搭档王涵以总分326.40分轻
松夺金，帮助中国跳水队取得东京奥运开门
红的同时，实现在该项目五连冠的壮举。两
人都是30岁，王涵终于拿到个人奥运首金，
施廷懋拿到个人奥运第3金！“当分数出来的
时候，我们俩拥抱感谢了彼此，她感谢我和她
搭档，我感谢她带我拿到人生中第一块奥运
金牌。”赛后，王涵动情地说。
30岁，对跳水运动员的确算是超乎寻常

的高龄，回想一代代的“跳水女皇”，郭晶晶在
27岁时已经拿到了个人的第4枚奥运金牌
准备退役，伏明霞30岁时，已经是3个孩子
的妈妈……而30岁的施廷懋和王涵还在和
时间较劲，因为“金牌未到，我不敢老”。
王涵第一次亮相是在2009年的罗马世

锦赛上，当时18岁的她已经算不上小将，而

且因为吴敏霞、何姿，甚至因为施廷懋，王涵
一直都无法抢到一张奥运会的参赛门票，而
后面的陈芋汐、张家齐，甚至更小的全红婵又
已经迎头赶上。

25岁才在里约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施
廷懋，在中国跳水队也是绝对的大器晚成，里
约摘金已使她功成名就，绝大多数人会在那
一刻选择急流勇退。

然而她们却都拒绝做“流星”，想要继续
为理想而努力，施廷懋和王涵同时选择了坚
持。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对于施廷懋和王
涵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连她们自己都无法保
证，满身的伤病，是否会给机会让她们坚持到
东京奥运开幕的那一天。

领奖台上，施廷懋拿起金牌给王涵挂上，随
后王涵又给施廷懋挂上了金牌，两人紧紧相拥，
再一次热泪盈眶。付出更多，她们也绝对更能品
尝出这枚金牌带来的甜蜜和幸福。

出生于2004年12月的盛李豪是本届奥
运会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男选手，而正是
这位“小朋友”，以250.9环射落男子10米气步
枪银牌。杨皓然以229.4环获得铜牌，美国选
手威廉以251.6环夺冠并打破奥运会纪录。

13岁接触射击，被推荐到苏州市体校射
击队，盛李豪从此与“枪”结缘。经过半年训
练，盛李豪已达到成人赛全国前15名水平，被
江苏省射击队步枪教练选中。用的枪重量超
过4公斤，而盛李豪刚开始训练时体重还不到
40公斤。在训练场上，他每天要举枪200多
次。通过仰卧起坐、俯卧撑、平板支撑、长跑等

运动，强化身体机能、增加体重。经过半年的
锻炼，盛李豪手部肌肉的爆发力达到了40公
斤。从2018年在国内赛场接连夺冠，到2019
年开始扬威亚洲赛场，盛李豪战绩一路飙升。

东京奥运延期后，中国射击队为增强实
力，扩大了选材范围，通过去年9月和11月的
全国冠军赛和全国锦标赛再次“海选”，盛李豪
正是通过这个机会升入中国队奥运初步选拔
阵容。在原始积分为0的情况下，在与众多名
将的竞争中，年龄最小的盛李豪“从零开始”，在
奥运选拔赛中一路高歌猛进顺利突围，一举拿
下男子10米气步枪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两

个奥运资格。在奥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
中，盛李豪一路稳定发挥，最后一枪依然打出
10.8环，尽显“大心脏”，最终收获一枚银牌。

曾经的杨浩然，在2013—2014年一年内
便集世界杯总决赛、世锦赛、青奥会、亚运会冠军
于一身，被视为“现象级的存在”。里约奥运会
时，当年只有20岁的他，初登奥运赛场却意外
“大热倒灶”，无缘成就大满贯伟业。之后，他改
了名字——杨皓然，重新出发。在东京奥运会，
杨皓然资格赛打出632.7环，创造资格赛的奥运
会纪录。然而，决赛中他状态有所下滑，最终收
获一枚铜牌。

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21岁的姜冉
馨以218.0环获得铜牌，林月美以176.6环排
名第五。

本报记者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天，卫冕冠军中国
女排迎来东京奥运会首秀，整场比赛全队表
现低迷，以0：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小组赛
开门红，三局比分为21：25、14：25和14：25。
赛后，中国女排主帅郎平透露，朱婷的伤还是
挺重的，手腕用不上劲。至于接下来的比赛，
她表示：“我们还是尽量去弥补。”

中国女排首轮的对手土耳其队并非弱旅，
尤其土耳其队主教练古德蒂对中国女排的研
究比较透彻。朱婷曾效力土超豪门瓦基弗银
行女排，而古德蒂正是俱乐部的主教练。本场
比赛，可以看出古德蒂针对朱婷的拦防战术非
常奏效，让身披中国女排战袍的朱婷多年来首
次在国际赛场上呈现“负效率值”。

从整场比赛看，显然土耳其女排更快进
入状态。接应卡拉库尔特在进攻端火力全
开，两名副攻艾达和居内什频频快攻得分，可
以说中国女排毫无还手之力。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再次凸显大赛慢热

的毛病，明显跟不上对手的攻防节奏，一传、
发球、进攻、拦防都没有发挥出球队应有的水
平。此役，朱婷进攻严重受阻，仅拿下4分，
张常宁拿下全队最高的13分。而土耳其队
4人得分上双，卡拉库尔特拿下全场最高的
18分，艾达和居内什分别得到13分和11分，
主攻巴拉丁拿下10分。

对于球队的表现，郎平表示：“我们也做了
非常多克服困难的准备，但是球队此役完全不
在节奏上，进攻拦防都没有，就很难拿分，所以我
们要尽快地调整。”郎平认为朱婷此役的状态非
常低迷，“因为一传上不来，很难打快攻，之前龚
翔宇可以帮她，两人换着接一传，但是龚翔宇本
场接的也不好，所以更被动了。另外，朱婷手腕
有伤，发不上力，所以后面换了李盈莹。朱婷还
是要尽快把自己的节奏赶上，把状态调整好。”

本次比赛，中国女排与意大利队、美国
队、俄罗斯队、土耳其队、阿根廷队分在B组，
本组除阿根廷队实力相对较弱之外，其他队
的实力都很强，所以每一场小组赛都很关键，
取得一个较好的小组排名，对球队接下来淘
汰赛阶段的比赛也很重要。明天上午，中国
女排将对阵美国女排，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
们尽快调整状态，打好这场“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继首日以21：10战
胜罗马尼亚队、9：19负于俄罗斯队后，昨天中
国三人女篮以22：13击败意大利队，收获东京
奥运会第二胜的同时，也报了2018年三人女
篮世界杯半决赛负于对手的一箭之仇。昨晚，
中国队又以20：13击败法国队。

2018年三人女篮世界杯半决赛，中国队以
13：15惜败于意大利队，后者最终首次赢得三
人女篮世界杯冠军。2019年三人女篮世界杯
上，最终夺冠的中国队未能遭遇意大利队。此
番在奥运会赛场上，是双方2018年世界杯之后
首次相遇。与意大利队的比赛还剩2分多钟结
束时，随着王丽丽命中一记远投，中国队以22：
13提前“杀死”比赛。中国队“小姐姐们”在场上
的精彩表现，也让网友赞叹又帅又能打。

继24日13：22不敌塞尔维亚队、13：21
败给俄罗斯队后，中国三人男篮昨天以17：
18惜败于拉脱维亚队，以18：21负于荷兰队，
遭遇4连败，排名垫底。截至目前，中国队是
8支参加东京奥运会三人男篮比赛的球队中
唯一全败的球队。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奥运会主赛期第三比赛日将产
生2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举重、乒乓球等比赛项
目中具备夺金实力。其中乒乓球项目将产生首枚金牌，许昕
和刘诗雯的强强组合，将力争在混合双打决赛中为中国乒乓
球队赢下开门红。

本届奥运会首次设立乒乓球混双项目，国乒组合许昕和
刘诗雯将在今晚冲击这枚具有历史意义的奥运金牌。淘汰赛
一路走来，两人发挥稳定，只是在首战加拿大队时丢掉一局。
他们的决赛对手是东道主日本组合水谷隼和伊藤美诚。

今早9时30分，张雨霏将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为中
国游泳队冲击首枚金牌。闫子贝将在10时10分出战男子
100米蛙泳决赛，向奖牌发起冲击。

中国跳水队将在今天继续发力。曹缘和陈艾森的组合将
于14时出战男子双人十米台比赛。自雅典奥运会起，中国跳
水队在该项目中取得四连冠。在伦敦和里约奥运会上，曹缘
与陈艾森曾分别携手张雁全和林跃夺得该项目冠军。如今两
人联袂出战，具备夺金硬实力。

已有三金在手的中国举重队将继续展现中国力量。今晚
18时50分，廖秋云将出战女子55公斤级比赛。

今晚6时，中国体操队将率先在男子团体决赛中向奖牌发
起冲击。上届里约奥运会，中国体操队遭遇“滑铁卢”，未能夺
取一枚金牌。此番出征东京，团队上下期待打个漂亮的翻身
仗。资格赛中，中国队以262.061分位列第二，仅落后东道主
日本队0.19分。若队员们能够
在弱势项目中加把劲，有机会
站上最高领奖台。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4：0战胜法国组合莱贝松/袁佳楠，
“昕雯联播”组合许昕/刘诗雯顺利晋级东京奥运会混双决赛，
将与日本组合水谷隼/伊藤美诚争夺冠军，后者以4：1战胜中
国台北组合林昀儒/郑怡静。

这是乒乓球混双项目首次入围奥运会，中国王牌组合许
昕/刘诗雯位列头号种子。二人自搭档以来，创造了40胜1
负的战绩，唯一失利是输给中国香港组合黄镇廷/杜凯琹。二
人是国乒在东京奥运会上最早亮相的选手，4：1逆转加拿大
组合王臻/张默，晋级八强。4：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
库/斯佐科斯，闯进四强。4：0战胜莱贝松/袁佳楠，二人不出
意料挺进决赛。

展望决赛，刘诗雯表示：“我们对决赛已经期待很久了，希
望能拼出去，做最好的自己，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打出来。”许昕表
示：“这是奥运会第一块混双金牌，大家都知道金牌在那，谁能放
下包袱、摆正心态、敢于去拼，才能在决赛的争夺中取得优势。”

奥运奖牌榜
（截至7月25日22:00）

排名
1
2
3
4
5
6
7
7
9
9

代表团
中国
日本
美国
韩国
ROC
意大利
澳大利亚
法国
匈牙利
突尼斯

金牌
6
5
4
2
1
1
1
1
1
1

银牌
1
1
2
0
4
1
1
1
1
1

铜牌
4
0
4
3
2
3
1
1
0
0

共计
11
6
10
5
7
5
3
3
2
2

今日看点

国乒混双冲击乒乓球首金

“昕雯联播”决战日本组合

男举展现拔山势一日两金入囊中

两老将搭档跳水梦之队拉开夺金序幕

小将当家枪声落处再收银铜入账

网球赛场“津花”战绩喜忧参半

攻防全面受制

0：3不敌土耳其
女排首秀输得惨

三人篮球

女队渐入佳境
男队一胜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