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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蓓）在昨天东京奥运
会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中，中
国组合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四
朵金花在比赛中游出7分 40秒 33的成绩
夺冠，同时打破了2019年澳大利亚队创下
的7分41秒50的世界纪录，获得中国游泳
队奥运历史上第一块接力金牌。中国女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队中共有6名选手，
张一璠和董洁都在预赛中出场比赛，她们
都为中国队的夺冠作出了贡献。因此，来
自天津队的董洁也为天津拿到了东京奥运
会首金。而就在一小时前，张雨霏刚刚强
势游出2分03秒86的成绩，一举打破奥运
纪录，拿到女子 200 米蝶泳金牌，一日双
金，冠绝全场。

此前的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张雨霏已
经取得一枚银牌，当时她距离金牌只差0.05
秒。但她心态非常好，表示已经战胜了自己，
也许正是如此平稳的心态才成就了昨天的一
日双金。

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游泳队传统优
势项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选手
刘子歌在决赛中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
得金牌，焦刘洋同样打破纪录，获得银牌。
2012年伦敦奥运会，焦刘洋延续这一项目
辉煌，又以打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金
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张雨霏被寄予厚
望。赛前，她曾在社交媒体写到“我只是告
诉你哪吒该上场了”，并配上自己梳着哪吒
发型的照片。但那年她未能如愿以偿，只
游出2分07秒40的成绩，最终名列第六无
缘奖牌。

经过五年备战，张雨霏终于登上最高领
奖台。然后，只休息了一个小时，张雨霏就又
来到泳池边——参加女子4×200米自由泳
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的是杨浚瑄、汤慕涵、
张雨霏、李冰洁。4名中国选手以7分40秒
33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中国游泳队收获
奥运历史上第一枚接力金牌！为了准备这场
接力决赛，杨浚瑄还放弃了当天的女子100
米自由泳半决赛。

在过往奥运会历史上，中国游泳队曾在
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
得过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银牌，在那之
后，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中就再难有所建树，而
昨天的夺冠并破世界纪录，彻底宣告了中国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重返世界泳坛强
队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庆祝中国游泳队女

将勇夺双金，央视CCTV6电影频道特意播
放老电影《出水芙蓉》，用如此方式进行庆贺
无疑是独具匠心的。

再斩三金重回榜首

中国代表团演绎“越挫越勇”

孙颖莎吊打伊藤美诚占据热搜榜首

陈梦夺冠豪言终于迎来自己的时代

奥运奖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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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乒乓男单羽球混双内战争金

如何看待伊藤美诚？

申炜

如果非要评选出东京奥运会让中国人关
注的运动员，那么非伊藤美诚莫属。混双决
赛之后，伊藤美诚“一战走红”，她的性格、外
表和气质，和之前中国人最熟悉的福原爱完
全不同。伊藤美诚，注定是一个相当另类的
对手。

伊藤美诚给中国乒乓球队带来的刺激有
多大，看看孙颖莎获胜后的发言就知道了，
“比赛中我也是一分一分拼，把位置放低，全
力以赴。”国乒已经很久都没有摆出如此低的
姿态，伊藤美诚绝对是特别的对手。

但不得不承认，让国乒越重视，越说明这
个对手具有很强的威胁性。在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里，世界乒乓球舞台都没有出现与中国
选手实力相当的对手，甚至国乒都想出了“养
狼”的计划。如今，伊藤美诚的出现，对于国
乒或许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但其实也不算一
件坏事。

当然伊藤美诚之所以备受关注，还是她在
比赛中夸张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很容易冒犯到
对方。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还是喜欢内敛
沉稳的运动员。

中国体育一直都有大国心态，是非常输得
起的，只要赢得光明磊落，大家都会不吝啬掌
声。从始至终，中国都尊重真正的强者，因此当
网络上爆出东道主占尽各种便宜的新闻后，所
引发的关注可想而知。所以，国乒对于伊藤美诚
的态度已经非
常明确：那就是
在赛场上一次
次击败她。

来之笔申

中国女队4×200米自由泳接力夺金

张雨霏喜获双金破纪录
蹦床比赛今开战
津将朱雪莹冲金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4：0吊打日本选
手伊藤美诚，“小魔王”孙颖莎彻底打压了对
手的嚣张气焰。一句“过瘾”，是何等的云淡
风轻“杀敌于无形”。与陈梦胜利会师东京奥
运会女单决赛，作为国乒史上首位参加奥运
会的“00后”，20岁的孙颖莎交出了令人满意
的答卷。

2019年，中国乒协成立了备战东京奥运
会战略体系参谋部，成员包括陆元盛、王楠、
张怡宁等功勋教练和运动员。此次国乒确定
奥运名单时，“大魔王”张怡宁就推荐了孙颖
莎，认为她非常有冲劲，打法特点非常突出，
善于在比赛中掌握自己的节奏，不慌乱，心态
非常好，是无法复制的。而孙颖莎的榜样和
目标，正是张怡宁。此前在与伊藤美诚的直

接对话中，孙颖莎6胜2负，其中成年赛事中
更是6胜1负占据绝对优势，最近4次交手孙
颖莎完成四杀，这也是孙颖莎获得奥运会单
打资格的一大原因。
在伊藤美诚刚刚混双夺历史首金，势头

正盛的时刻，阻击她的重任落在了孙颖莎的
肩上。一个20岁的女孩，正是凭借那份“无
法复制”的好心态，扛起了这份常人难以承受
之重。即便是第二局3：9落后时依然平心静
气，终以总比分4：0打垮了伊藤美诚。一句
“过瘾”，看似云淡风轻，却又透着“杀敌于无
形”的霸气。更重要的是，她依然保持了谦逊
和对对手的尊重。“伊藤依然很优秀，她现在
已经是奥运冠军了。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对
手，能够激起互相的斗志，我们都有想赢对方

的信念，和她比赛非常有乐趣。”
国乒女队主教练李隼说，这场胜利是5

年精心准备的结果，每一天都在准备这场
比赛，孙颖莎是赢在了精神上。“中国乒乓
球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关键时刻
总有人站出来。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能够
发挥出正常水平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何
况要求这么高，舆论都在造势。我们虽然
在屏蔽这些，但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
这场球的重要性。我特别希望年轻队员能
站出来，孙颖莎今天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感
觉特别欣慰。”

伊藤美诚还未出生时，妈妈美奈里就
开始对她进行乒乓球胎教。从3岁开始，
她每天练习乒乓球长达7个小时，加练到
深夜也是家常便饭。为了不受球馆开放时
间所限，在她 4岁那年，美奈里背上 2000
万日元的债务，在故乡静冈县磐田市买了
一套2层住宅，无休止地延长女儿练球的
时间。困极了也不敢打哈欠的小伊藤曾称
妈妈为“魔鬼”。在她进入浅睡眠时，美奈
里依然在耳边“洗脑”：“记住，只有你，才能
战胜中国队！”

而此刻，伊藤美诚再次被孙颖莎打回了
原形，“莎气藤藤”这个新词登上了微博热搜
榜。伊藤美诚流下了泪水：“对于0：4的结
果，真的觉得很遗憾、很后悔，但是必须要转
换心情，准备下一场比赛。本来我以为自己
的状态还好，中国果然还是不可战胜的。都
在说伊藤很强，今天感觉很像谎话。”

在三、四名决赛中，伊藤美诚以4：1逆转
新加坡的于梦雨，获得女单铜牌。决赛中，陈
梦以4：2战胜孙颖莎，帮助国乒实现奥运会
女单九连冠。陈梦说：“我的时代到来了，这
一天终于来了！”樊振东以4：3力克中国台北
选手林昀儒，马龙以4：3险胜德国选手奥恰
洛夫，国乒锁定男单冠亚军。

本报讯（记者王梓）伴随乒乓球男子单打和羽毛球混合双
打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双双完成会师，今日的东京奥运赛场，中
国代表团已有两枚金牌打底。14时30分，郑思维/黄雅琼和王
懿律/黄东萍两对国羽组合，将率先决出羽毛球混双金牌。20
时，樊振东和马龙将上演乒乓球男子单打项目的巅峰对决。

在赛艇和游泳等项目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同样具备夺牌实
力。今早8时33分，江燕将率先出战女子单人双桨决赛。她在
半决赛中划出7分27秒30的成绩，排名第三晋级决赛。9时5
分，中国赛艇队将出战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复活赛中，姑
娘们划出5分55秒69，排名第三晋级决赛。她们有望为中国赛
艇队实现新的突破。

10时16分，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汪顺，将在男子
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他曾在上届里约
奥运会上，斩获该项目铜牌。半决赛中，汪顺游出1分56秒
22的成绩，排名第一挺进决赛，竞技状态出色。

13时50分，天津运动员朱雪
莹将携手队友刘灵玲出战女子
蹦床决赛，向着金牌发起冲击。

昨日，卫冕冠军中国女排鏖战五局不敌俄罗斯奥运队，遭
遇三连败，小组出线形势岌岌可危。赛后，中国女排主帅郎平
认为球队关键时刻在进攻和拦网环节发挥得不好，“朱婷这个
点完全没有打开。大家这场比赛很努力，也放得开，但到最后
是输在强攻环节上，我们拦网也拦不住。”

郎平认为伤势对朱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进攻和拦网
环节，“最意外的是朱婷伤得这么重，我们一直给她保守治疗，
以前看还行，但一打起来就不行。”郎平认为球队此役在强攻
上很难下分，尤其是朱婷这一点，“如果强攻下分也行，尤其在
关键时刻朱婷这一点的强攻基本上没有，龚翔宇这一点也很
难下分，所以才把张常宁放在接应位置上。”郎平坦言接下来
两场比赛会让健康球员上场，“我们会和医生以及朱婷本人商
量，可能会让健康球员去冲一冲。”郎平表示，她不知道朱婷还
能不能坚持，“最后两场小组赛，谁健康就在场上打。”

此役，替补出战的天津小将李盈莹表现不俗，拿下全
队最高的27分，其中发球拿下4分。相比前两场比赛，中
国队此役的发球攻击性有所提升，李盈莹和球队整体发挥
最好的阶段，都是用发球有效冲击对手的一传体系，抓防
反机会的同时带动拦防。所以，接下来与意大利队的比
赛，中国队必须要敢于拼发球。赛后，李盈莹表示：“这场
比赛之前就想好要拼发球，每个环节都放手一搏，只想着
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比赛结束后，郎导让我们抬起头
来，不能输了就垂头丧气，说胜败是兵家常事。我们会好
好总结，打好下一场比赛。”

目前，中国队一场不胜积1分，胜2局负9局。而同组主
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奥运队2胜积5分，胜6局负5局，中国队
落后对手2个胜场4个积分，虽然土耳其队目前1胜积3分，
但其还没有与弱旅阿根廷队交锋，全取3分应该不成问题。
从目前的战绩看，中国女排要想小组出线，不仅要赢下同意大
利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至少获得5个积分，还得满足俄罗斯
奥运队和土耳其队后两轮的比赛结果都同时对自己有利才
行。明晚，中国女排将对阵此前三战全胜的意大利女排。

本报记者梁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全能决赛昨
天进行，中国选手唐茜靖以54.498分排名第7，芦玉菲52.799
分排名第18。美国选手苏尼萨·李以57.433分夺冠，巴西选
手安德拉德以57.298分获得亚军，俄罗斯奥运队梅尔尼科娃
以57.199分获得铜牌。体操女王拜尔斯退出全能争夺。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操女队启用了全新阵容，芦玉菲、章

瑾、唐茜靖、欧钰珊四位小将均是“00后”，也都是首次参加奥
运会。唐茜靖在2019年世锦赛女子全能角逐中，作为替补临
危受命，仅次于美国名将拜尔斯拿到银牌，追平了中国女子体
操队个人全能项目的最好成绩。在教练眼里，她是韧劲十足、
勤奋上进的“小劳模”，每天最早来最晚走，训练量很大。唐茜
靖曾说，希望勤能补拙，为了奥运梦想，会一步一步踏实前
进。遗憾的是，她在平衡木掉木，自由操挑战蹲转1080°时重心
不稳，双手提前触地，最终排名第七位。
芦玉菲成名于2015年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一系列高

难度、高质量的动作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进入成年组后，芦玉
菲饱受伤病困扰，但她用顽强的毅力为自己迎来了转机，通过
比赛一次次提升自己，今年5月的全锦赛暨奥运会选拔赛中，
以113.697分勇夺女子个人全能金牌。然而此次比赛中，她
却在高低杠掉杠、平衡木中连续晃动、自由操转体度数不正，
最终只排名第18位。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郑思维/黄雅琼以2：0战胜中国香
港组合邓俊文/谢影雪，王懿律/黄东萍以2：1逆转日本组合
渡边勇大/东野有纱，国羽混双会师决赛。这将是东京奥运会
羽毛球首金，也是国羽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再度收获
混双冠军。

陈清晨/贾一凡以2：1逆转世界第一、日本组合福岛由
纪/广田彩花，挺进女双四强。杜玥/李茵晖以1：2负于印
尼的波莉/拉哈尤，遗憾出局。李俊慧/刘雨辰2：1逆转丹
麦的拉斯姆森/阿斯特鲁普，进入男双半决赛。何冰娇首
局14：21失利，第二局9：7领先时，张蓓雯因伤退赛，何冰
娇携手陈雨菲晋级女单八强。石宇奇2：0轻取印尼选手
乔纳坦，挺进男单八强。谌龙以2：1逆转马来西亚的李梓
嘉，晋级男单八强。

本报讯（记者王梓）历届奥运会，从不缺
少越挫越勇、无畏前行的励志故事。而这
也成为中国代表团昨日东京奥运征程的主
旋律：张雨霏弥补遗憾连夺两金，孙颖莎吹
响国乒复仇号角，足以鼓舞人心。但很多
时候，并不是所有故事都能收获圆满结局，
中国女排状态回暖，却仍然遭遇惜败，留下
太多遗憾。
一日三金，中国代表团延续着稳定的夺

金节奏，重新领跑奖牌榜。对于吹响当日冲
金号角的张雨霏来说，她所演绎的越挫越勇，

来自乐观态度，以及对自身实力的充分自信，
注定她能够迅速走出100米蝶泳失金的遗
憾，在200米蝶泳和4×200米自由泳接力两
个项目中连夺金牌。

孙颖莎的越挫越勇虽无关个人，却是身为
团队一员的自我担当。在国乒丢掉奥运会历
史首枚乒乓球混合双打金牌的大背景下，孙颖
莎对垒伊藤美诚的比赛被定义为复仇之战，她
在比赛中的沉稳和坚定，成为对手难以逾越的
鸿沟，为国乒打响了夺金反击战的“第一枪”。

有的时候，越挫越勇也需要一个正确的

切入点，借此找到感觉、重拾自信。在与俄罗
斯奥委会队的比赛中，中国女排实际上已是
找到了这样一个切入点，尤其是小将李盈莹，
在历练中逐渐进入大赛状态，祭出独当一面
的精彩表现。只是女排姑娘们未能以一场胜
利摆脱低迷，遭遇三连败，出线形势告急。

不过百战不馁无关胜负，重要的是无惧
失败的态度和决心。在竞技体育赛场，如此
越挫越勇、无畏前行的戏码往往最为提振士
气。也包括天津游泳选手董洁，在个人第二
次奥运征程中登上荣誉巅峰，也是在百战不

馁中越挫越勇的结果。这需要运动员具备过
硬实力，以及出众的心理素质，能够抓住转瞬
即逝的机遇。说起来容易，个中艰辛只有亲
历者最为清楚。

相信在踏上卫冕征途前，中国女排也已
做好了克服万难的准备。如今姑娘们虽已走
到命运的十字路口，但一直以来，中国女排并
不缺少奇迹。里约奥运会上，姑娘们就曾上
演绝地反击，最终抵达荣誉巅峰。女排精神
不只是说说而已，任何时候，大家都期待中国
女排能够越挫越勇，重新焕发光彩。

中国女排小组出线岌岌可危
据新华社电带着三届奥运会三色奖牌的

傲人成绩，中国蹦床名将董栋又踏上了第四次
奥运之旅。这一次，他的目标依然是冲金。
东京奥运会蹦床比赛将于30日在东京

有明体操馆开战。董栋和四届世锦赛男子
个人冠军高磊代表中国队征战蹦床男子个
人项目比赛。中国蹦床女队则派出大赛经
验丰富的刘灵玲、朱雪莹参赛。
本届奥运会蹦床项目共有男、女各16个

参赛名额。女子个人项目将在30日决出胜
负，男子个人项目将在31日分出高下。
蹦床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之一。自

2000年正式入奥以来，蹦床项目共诞生了
30枚奖牌。中国队是获得奖牌数最多的队
伍，共计11枚。
东京奥运会周期，经过5站奥运选拔赛，

高磊以1555分的有效积分位列男子个人第
一，董栋908分位居第二，严浪宇和王啸吟
获得替补名额。刘灵玲、朱雪莹分别以1823
分和1713.5分的有效积分，获得参加蹦床女
子个人项目的正选资格，林倩麒和黄艳菲获
得替补名额。
今年32岁的董栋此前在接受国际体操

联合会官网采访时曾表示，期待在东京奥运
会夺冠，为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在奥运
赛场上，董栋曾夺得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
铜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金牌和2016年里
约奥运会银牌。
来到东京，董栋和高磊组成的“双保险”

首先要面对的是老对手汉查罗，在里约奥运
会上，正是这位白俄罗斯人凭借稳定发挥力
压董栋和高磊折桂。带着卫冕冠军的光环
来到东京，汉查罗的目标直指金牌。但从近
几年蹦床世锦赛等国际大赛表现看，中国队
冲金希望略大。
女子个人项目的奖牌归属扑朔迷离。蝉

联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冠军的麦克伦南希
望在东京实现三连冠。但对于这位将满33岁
的加拿大老将来说，通往东京的道路并非一帆
风顺，近年来她一直饱受伤病困扰。
除麦克伦南和刘灵玲、朱雪莹之外，里

约奥运会银牌得主佩奇、2019年世锦赛冠军
日本名将森光子等均实力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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