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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梓）东京奥运会开赛至今，中国举重队在出
战的男女五个级别比赛中，收获4金1银。今天中国力量将再度
出击，天津老将吕小军，在下午14时50分出战男子举重81公斤
级决赛。在伦敦和里约奥运会上，吕小军分别摘得一金一银。
如今第三次站上奥运赛场的他，期待重返荣誉巅峰。

中国游泳队也将继续向着金牌目标发起冲击。上午10
时43分，张雨霏将搭档杨浚瑄、徐嘉余和闫子贝出战4×100
米男女混合泳决赛，其中两名女将在此前女子4×200米自由
泳接力中斩获金牌，竞技状态出色。在2020年全国游泳锦标
赛中，四人曾联手游出3分38秒41的成绩，一举打破世界纪
录，他们的强强联手具备冲金硬实力。

中午12时，高磊和董栋将出战男子蹦床比赛。高磊曾在
里约奥运会上摘得该项目铜牌，并连续四次拿到蹦床世锦赛
冠军，他将和伦敦奥运会冠军得主董栋形成“双保险”，为中国
代表团冲击这枚金牌。

中国女排将在今晚20时45分迎来小组赛第四个对手意
大利队。遭遇三连败后，“郎家
军”出线告急，只有完胜对手，
才能保住晋级希望。

本报讯（记者 王梓）奥运盛会被誉为
“造星工厂”，当颜值和实力在线的天津选
手朱雪莹，在女子蹦床决赛中以完美表现
征服全场，这名新科奥运冠军一时间吸粉
无数，成为新一代的“蹦床女皇”。她为中
国代表团摘得东京奥运会的第17枚金牌，
也是天津奥运健儿为国贡献的第二金。

单日揽入四金，追平了里约奥运会单
日最高夺金数。相较上届赛事同期拿到的

13枚金牌，眼下中国代表团已有19金在手，
不仅守住了固有阵地，也在射击、赛艇、蹦床
等项目中夺回昔日荣光。

不只是朱雪莹，东京奥运会开赛至今，中
国代表团涌现出诸多“星味”十足的奥运新
星。“枪神”杨倩和“蝶后”张雨霏凭借强大实
力，和她们那可爱又不失沉稳与坚韧的性格，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宠儿。昨天的奥运赛
场，三朝元老汪顺，在男子200米混合泳赛场

圆了金牌梦，他对自我的极限超越，和那张阳
光帅气的脸庞，也吸引无数“迷妹”的追捧。
还有天津选手李晶晶，她随队友在女子赛艇
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摘得铜牌，实现了该
项目的奥运奖牌突破，姑娘们古铜色的皮肤
和那满手的老茧，让人又爱又怜。
早已家喻户晓的国乒名将马龙、樊振东

同样吸引眼球，和两对儿国羽混双组合，同时
上演会师决赛的好戏，给予了国内体育迷们
更为轻松的观赛体验。这般群星璀璨的背
后，是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的持续发力、多
点开花。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正所谓狭路相逢勇
者胜，王懿律/黄东萍和郑思维/黄雅琼在东京
奥运会羽毛球混双决赛中联手奉献了一场“只
有中国队才能战胜中国队”的巅峰对决，最终
“黄鸭”组合以2：1力克“雅思”组合，为中国羽
毛球队摘得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二人手
臂搭在彼此肩上，王懿律右手握拳，黄东萍左手
比出第一的手势，庆祝这场胜利。
二号种子王懿律/黄东萍在决赛中打得更

为放松。双方在各胜一局后，来到关键的第三
局，随着“雅思”组合回球出界，“黄鸭”组合以
21：19锁定整场比赛的胜利。
对头号种子“雅思”组合来说，输球则十

足遗憾。谈及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黄雅琼
说：“我觉得我们俩应该不会止步。”

本报讯（记者李蓓）昨天，中国游泳军团
再传佳音，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
赛中勇夺金牌，还打破了亚洲纪录，这枚金牌
的取得可谓石破天惊。汪顺打破了美国选手
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长达17年对这个
项目冠军的垄断，他开创了中国男选手在个
人混合泳项目上世界大赛上夺冠的新纪录，
这枚金牌的获得，是对这位27岁的老将长达
5年备战期艰苦训练的一个褒奖。
昨天上午，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继续在

位于江东区的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选手
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
1分55秒00的成绩，在与众多世界高手的激
烈角逐中，拼下了一枚宝贵的金牌，继5年前
的里约奥运会之后，连续两届奥运会斩获奖

牌，并且把奖牌成色提升成了金色。这也是
中国男泳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一块奖牌，第
一块金牌，中国游泳队的第三金。

汪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亚军得主——英
国选手斯科特，走上前来向汪顺致意，要知道斯
科特可是孙杨的死敌，双方曾大打口水仗。而
本场比赛，汪顺依靠优异的表现征服了斯科特。

赛后采访时，汪顺表示：“我也不敢相信我
今天游出了1分55秒整，但是我就是做到了，
祖国人民给了我力量，我说过，我要让国旗在东
京飘扬，让国歌在东京奏响，我做到了！”

汪顺在夺金后发布微博：“虽然我叫顺，
但其实并不顺。今天我想对我的教练说，我
实现了我们的约定！夺冠并非终点，走下领
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巴黎见！”

本报讯（记者李蓓）昨天上午，东京奥
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决赛中，由
王子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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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以6分01秒21的成绩夺得铜牌，这也是中
国在该项目赢得的首枚奥运奖牌。值得一
提的是，其中的李晶晶是位地道的天津姑
娘，她赢得了天津冬水中心成立后的第一
枚夏季奥运会奖牌。

在中国队的八人组合中，天津籍选手
李晶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4年出生
的李晶晶自11岁开始练皮划艇，2013年
辽宁全运会，李晶晶遇到了她的伯乐——
天津赛艇队教练聂军良。从2014年开始，
李晶晶改练赛艇，2015年便夺得了全国冠
军赛的亚军，2016年获全国锦标赛金牌，

2017 年主场作战获得天津全运会金牌，
2018年获得雅加达亚运会金牌，可以说是一
年一个台阶，每年都有进步。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两个多月，国家体

育总局授旗成立中国赛艇八人艇国家队，
以女子双人双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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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女
子八人艇的新阵容，李晶晶位列其中，这支
队伍肩负着重塑中国女子八人单桨项目辉
煌的重任。今年5月份，在瑞士赛艇世界
杯暨奥运资格赛上，全新的中国队一鸣惊
人，战胜罗马尼亚、荷兰两支欧洲强队夺得
头名。
本次东京奥运会决赛，中国队再接再厉，

终于斩获铜牌。此次东京奥运会，中国赛艇
队让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充满惊喜。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20:30，昆山市体育中心，天津
津门虎队将在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中，与目前苏州赛区排名
第四的河北队交锋。在经历了之前两轮比赛连败，再加上引
进上海申花俱乐部韩国籍外援金信煜的操作，在最后一刻出
现问题宣告失败，从荷兰引进的中场球员维吉诺维奇目前还
在医学隔离观察，无法驰援球队，多重困难叠加，导致津门虎
队又身处在一个起码对自己而言很敏感的时间窗口，必须更
冷静、更努力地坚持。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也对球队最
近的一些情况，做了重点说明：“两场比赛失利后，确实球员心
理和精神受到一定影响，我们也在做心理疏导，这两天身心调
整作为重点，希望我们用饱满的精神来迎接新的比赛，希望通
过共同努力达到目标。本来我们想给天津球迷一份惊喜，上
一场比赛前，我们和某位球员达成了意向，但最终没能完成，
比较遗憾，到了最后这一刻，一切不在掌控之中了。其实今年
组队之初，我们就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我们要更多依靠国
内球员，我们第一步储备国内球员的时候就落后了，但对于一
个新组建的队伍来说，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凝
聚力弥补人员的不足。”

中国足协为职业联赛开启的夏季转会窗口已经在昨天
24:00关闭，鉴于一些具体防疫要求，维吉诺维奇是否能赶上
本阶段比赛的尾声还存在变数，从今天与河北队交锋开始，也
许在本阶段后面的6场比赛中，津门虎队必须做好内部挖潜，
依靠现有人员征战的准备。

奥运奖牌榜
（截至7月30日22:0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代表团
中国
日本
美国

俄罗斯奥运队
澳大利亚
英国
韩国
荷兰
法国
德国

金牌
19
17
14
10
9
6
5
3
3
3

银牌
10
4
16
14
2
9
4
7
5
4

铜牌
11
7
11
10
11
9
6
5
5
9

共计
40
28
41
34
22
24
15
15
13
16

今日看点

天津老将吕小军冲击金牌

金牌耀眼银牌亦可贵

申炜

对于中国体育迷来说，有时候并不希望
奥运会的决赛场次分出胜负，例如乒乓球的
男单和女单决赛，羽毛球的混双决赛。尽管
已经不再唯金牌论，但中国健儿能否夺金依
然牵动外人心，只不过在中国选手之间的内
战舞台上，金牌固然耀眼，银牌也同样可贵。
中国羽毛球队一直都是中国代表团的稳

定金牌输出项目，2012年包揽全部5枚金牌，
2016年战绩不佳，但也有2金1铜入账。不过
在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周期中，中国羽毛球队战
绩比较惨淡。在这种情况下，本届奥运会首先
决出的混双金牌关系到羽毛球队的走势。
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能够会师

决赛，的确让人松了一口气，也让羽毛球队军心大
振。在接下来的四个项目中，女单提前锁定决赛
席位，其他几个项目也都有夺冠的概率。从这个
角度来说，中国选手包揽了混双决赛席位成为全
局的要点，金牌和银牌都分量十足。
在混双项目折戟之后，中国乒乓球队承

受着不小的压力，否则陈梦女单夺冠之后，主
管教练马琳也不会眼含热泪。当然谁又会忘
记21岁的孙颖莎呢？如果不是她在半决赛
中干脆利落击败了伊藤美诚，这场女单决赛
的氛围将会异常激烈。
同样让刘国梁等人开心的还有男单的

这场决赛，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他们可
以最终如愿杀入决赛，意义远比成绩更重
要，也为接下
来的团体比
赛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来之笔申

蝉联奥运冠军
马龙成就双圈大满贯 从预赛到决赛，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比赛

的朱雪莹妈妈的心一直揪着，直到最后眼睛
都不敢眨地盯着成绩出来时，她终于欢呼
了。“一下子就喊出来了，控制不住流泪了。
真是太激动了，到现在心情都没法平复。”这
个喜悦的时刻，一家人等待了太久。

从出征到开赛前，朱雪莹一直和家人
微信联系。“现在还在疫情中，这是我最揪
心的，主要就是担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
她安慰我们，不用担心，让我们照顾好自
己。我们不谈比赛，相信她自己完全可以
准备好，除了鼓励我一句都不说。”朱雪莹
之前一直处于封闭训练状态，太久没有和
家人团聚了。“上次见面还是奥运积分赛之
前她在北体大训练时，当时也是隔着栅栏
离得非常远，打着电话说话挥手。这次出
发前，我们想去看看孩子，她说没时间没让
我们去。”

雪莹妈妈现在超级想念女儿，“就盼着

孩子赶紧平安回来。我会给她做爱吃的排
骨、带鱼，还有我拿手的家常菜。”不过，朱雪
莹回国后还要隔离21天，妈妈的思念只能继
续延长。“不仅要隔离，还要备战全运会，后面
还有世锦赛，暂时还是见不到。”
这些年，最让雪莹妈妈记忆深刻的，并

非女儿的成绩，而是女儿的坚韧和懂事。
“大概10年前，雪莹训练中胳膊断了都没
告诉我。那时候我每周去看她一次，直到
我要去的那天，她才给我发短信说了。我
一看脑袋‘轰’的一下，直接打车过去了。
问她为什么不提前说，她说怕我担心，如果
不是我来瞒不住，她都不想告诉我。孩子
这么小，居然这么懂事，当时对我触动特别
大。”回忆往事，雪莹妈妈的声音哽咽了。
“孩子一步步走到现在不容易，对成绩我从
来没有要求她必须怎样，只要平安、健康，
真正努力过就好。”

本报记者苏娅辉

昨天中午，天津体操武射中心训练楼里专门
架起了电视，队友和教练组成红衣方阵观战，挥舞
着手中的国旗为朱雪莹加油。“天津雪莹！雪莹添
金！”“雪莹加油！赢赢赢！”的红色条幅异常醒目。

当朱雪莹完美完成自己的动作，等待分数
的那一刻，现场所有人都异常紧张。一名工作
人员预测56.6分，天津体操艺体蹦床总教练赵
奇表示，“这个分数应该就没问题了。”当比分播
报是56.635分时，之前那位“预测”比分的工作
人员兴奋得跳了起来，“我真猜到了。”当确定朱
雪莹夺冠后，全场沸腾了。

赵奇的眼眶有些湿润，声音略有颤抖。
“太激动了，心情难以平复。通过电视观看比
赛，和在现场指挥比赛的感觉不一样，这个太
紧张了。雪莹非常不容易，从选拔赛开始，一
站站拼到今天，为中国、为天津拿下这枚金
牌，这也是所有体育人共同的荣誉，也是对她
坚持付出的回报。”

本报记者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2014年，初登国际
赛场的朱雪莹夺得南京青奥会冠军。彼时，
16岁的她说，梦想就是奥运冠军。在日复一
日的训练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7年时光
白驹过隙，朱雪莹在东京奥运会上圆梦，以
56.635分夺得蹦床女子个人金牌，队友刘灵
玲获得亚军。
朱雪莹最初接触的是体操，因为堂哥练

体操，家人也带着她去看热闹。没想到当时
才3岁多的她，到了体操馆就玩得异常兴
奋。当时有30多个孩子，而教练只选择了5
人，小雪莹就在其中。3月2日，雪莹4岁生
日那天，正式上了她人生中第一节体操课。
2008年时，有教练认为雪莹有天赋，建议她
改练蹦床。以前雪莹练体操时，妈妈天天揪
着心，不敢看比赛。觉得蹦床更安全一些，改
项正合妈妈的意。
朱雪莹平时喜欢画画、练习钢笔字、做手

工，学日语，她还曾在动漫片中用日语配音。据
悉，2014年南京青奥会时，雪莹结识了日本选
手，大家关系挺好，为了方便交流，她就开始学
日语。她喜欢自拍，喜欢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
的生活，和男朋友用Q版的同款情侣头像。她
夺冠后，男友火速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
闲暇时，朱雪莹喜欢在就读并训练的北

体大校园散步。西南门那边的冠军之路上，
印的全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脚印。每次
走到那里时，朱雪莹都会想，什么时候学校也
能留下自己的脚印。如今，她已经给自己加
了一个“五环”（奥运冠军），接下来的目标就
是加“星星”（世界冠军）。为梦想插上翅膀，
朱雪莹一路飞翔，朝着新的目标启航。

妈妈盼女儿回家团聚 雪莹添金天津沸腾

石破天惊汪顺勇夺200混金牌

羽球混双“内战”
“黄鸭”组合摘金

本报讯 北
京时间 7 月 30
日，2020年东京
奥运会女篮C组
比赛，中国女篮
小组赛第二战对
阵劲敌澳大利亚
队。中国女篮开
场后占据主动，
一度领先对手
10分，虽然第二
节被对手反超，
但中国女篮下半场进攻手感不错，一直压制着对手。最后时
刻，澳大利亚队放手一搏，将比分追成74平。最后一攻，李月
汝获得罚球机会两罚全中，最终中国女篮76：74击败对手，取
得两连胜，同时锁定小组前两名，提前出线，2012年伦敦奥运
会后重返奥运前八。

本次奥运会，中国女篮与澳大利亚队、比利时队和波多黎
各队同组。首战，中国女篮97：55大胜波多黎各队。第二战
再拿下澳大利亚队后，两战全胜提前小组出线。

直播提醒

今日20：30 TJTV—5

中超联赛第10轮 河北队VS天津津门虎

中国赛艇再创历史

天津姑娘李晶晶团队中坚

本报讯（记者张璐璐）昨天，马龙创造了
世界乒乓球运动的一项超级纪录，他在东京
奥运会男子单打决赛中以总比分4：2力克队
友樊振东，继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东京奥
运会再夺冠，成就双圈大满贯壮举，成为史无
前例的男子乒坛第一人。
本场巅峰对决，马龙的经验和对比赛节奏

的控制发挥了作用，状态上似乎是在冲击24岁
小将樊振东，这也印证了那句话，“永远不要低
估一颗冠军的心。”比赛一开始，马龙就准备得
很充分，开局调动得非常快，以7：0开局，打得
“小胖”有点儿晕，很快以11：4先声夺人。他在
取得2：1领先之后，逐渐掌控了比赛，最终拿下
了这场将永远载入乒乓球历史的胜利。

津门虎今战河北队

中国女篮胜澳大利亚提前出线

据新华社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30日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对中国奥运军团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大加赞赏，认
为中国运动员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许多非传统强项也有
所建树。

巴赫30日傍晚接受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通讯社新华
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联合采访，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
于中国运动员整体表现如何的问题时，巴赫表示：“中国运动
员的成功不言自明，在我15分钟前查看奖牌榜时，中国代表
团已经获得18块金牌，不知道在我讲话的时候，是否还会有
所增加。”

巴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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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子气步枪运动员杨倩夺取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
牌，巴赫也亲自为她颁奖。如今回忆起来，巴赫说：“她当时非
常开心，按照奥运传统，国际奥委会主席将给首金颁奖，而这
次是中国射击队员获此殊荣。”

巴赫点赞中国奥运军团

蹦床女子个人夺冠 为天津争得第二金

津将朱雪莹奥运冠军梦成真

中国奥运健儿“星味”十足

天津选手朱雪莹（右）与队友刘灵玲在颁奖仪式上相互致意。

中国队在赛后合影。（左三为天津选手李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