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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团多线冲金

全线飘红揽下五金 打破两项世界纪录

中国代表团演绎“狂飙突进”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东京
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
先赛决赛昨天在伊豆自行车馆

落幕，由钟天使和鲍珊菊出战的中国队
以31秒895战胜德国队，夺得冠军。5年前

的里约奥运会，钟天使搭档宫金杰，为中国队收获
了首枚奥运会自行车项目金牌。此番，已经30岁的钟

天使携手新搭档23岁的鲍珊菊，再度摘得金牌。从当年头戴
“花木兰”（头盔），到如今头顶“火凤凰”，钟天使再度上演一骑绝尘。
钟天使和鲍珊菊搭档仅三个月，二人除在资格赛首轮遭遇一些波折

外，一路过关斩将并以31秒80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与德国队携手晋级决
赛。决赛中鲍珊菊启动很快，迅速确立领先地位。半程过后，钟天使发挥出个人冲
刺能力强的优势，没有给年轻的德国选手反超的机会，将优势保持到终点以。伤病，

是钟天使在东京奥运周期的大敌。特别是膝伤和腰伤一度影响了她的正常发挥，让她陷入低
谷。“进入决赛后，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拼，不去想结果。”

对于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搭档，钟天使一直在鼓励并传授经验。“虽然第一轮她的表现不够理想，但我
告诉她，这只是预赛，不能代表什么，后面才需要把状态调整出来。不要有压力，要享受奥运之旅，这样
才能处于轻松的状态中。她的潜能激发出来了，我为她的表现感到骄傲。”首次参加奥运会就夺冠，鲍珊

菊激动落泪，“出征东京奥运会前，曾无数次想象自己站在冠军的位置上，升国旗、奏国歌是我的目标。”

奥运奖牌榜
（截至8月2日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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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梓）今日的东京奥
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将继续向着多枚金
牌发起冲击。男子三米板半决赛率先
在9时打响，决赛定于14时进行。王
宗源将与谢思埸一同出战，两人在不久
前曾携手拿到本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
米板冠军，在个人项目中同样具备压倒
性实力。

竞技体操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邹敬园将于16时出战男子双杠决赛。作
为两届世锦赛冠军，邹敬园被誉为“双杠
王”。此前进行的体操男子团体决赛，邹
敬园在双杠项目中拿到15.466的高分。
他的动作难度大、完成质量好，具备夺金
实力。昨天摘得吊环银牌的尤浩，在该项
目中同样有望冲击奖牌。16岁小将管晨
辰将在16时 50分出战女子平衡木决
赛。她在资格赛中拿到14.933分，位列
第一晋级决赛，竞争力十足。

19时35分，“亚洲一姐”王峥将出
战女子链球决赛。资格赛中，王峥投出
74.29米，刷新个人赛季最佳成绩，顺利
晋级决赛。她保持着该项目的亚洲纪
录，有望在决赛中冲击最高领奖台。20
时25分，中国选手王春雨将争夺女子田
径800米奖牌，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进
入该项目决赛，有望实现更大突破。

自信才能铸就霸气
申炜

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给人留下的印
象，除了出色的成绩之外，还有他们生动的表情。
在比赛场上，中国运动员靠实力征服对手，甚至屡
屡上演“王之蔑视”的表情，绝对是霸气尽显。
王之蔑视，网络流行词，出自2016年中国

女排和荷兰女排的比赛中，朱婷在一次得分后
的庆祝动作。当时她举起手指，大喊一声，尽显
中国第一主攻手的霸气。这个动作也被很多
网友所青睐，“表情包”流出后，立刻就在网络上
火了，很多人都被朱婷的“王者气质”所折服。
本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庆祝动作不

尽相同，最终还是有人复制了这个“王之蔑视”
的表情。昨天的男子吊环比赛中，刘洋不仅动

作完成非常完美，而且表情也非常到位。在双
臂支撑时，他还非常霸气地扭头观看周围，这个
表情迅速征服了很多人。

无独有偶，昨天的举重女子87公斤以上级
决赛中，李雯雯轻松拿到了金牌。说轻松甚至
有些不太贴切，因为李雯雯的取胜完全是对对
手的碾压。每次轻松举完之后，她都会用“蔑
视”的眼神睥睨一下周围。尽管没有观众，但
电视机前的观众恐怕已经感受到了她的内心
独白：无敌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巅峰一刻的背后，是刘洋和李雯雯不
懈的坚持与付出。一路上，运动员付出了多
少努力，才获得了今天胜利后的欢乐。如果
把“王之蔑视”看成一种庆祝动作的话，同样
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致敬。

来之笔申

本报讯（记者顾颖）今日20:30，天津津门虎队将在
江阴体育中心与大连人队进行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
的比赛，目前两队排名苏州赛区最后两位，在争取积分、
争取主动的问题上，都不容有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将是一场双方都在力争卸下包袱、轻松上阵，同时又
必须全力以赴、不容懈怠的比赛。

很巧，昨天是赵英杰29岁的生日，中午全队一起
为他庆生，也给紧张、忙碌的赛区内生活，增加了一点
“甜”，而球队本场比赛的战前海报，则用赵英杰的生日
蛋糕做了一个谐音梗，借“意气‘糕’昂”为自己鼓劲。
更有意思的是，昨天是苏州赛区内开放美发室的日子，
不少教练、队员都抽空去剪短头发，在闷热的天气里焕
然一新，心急的巴顿前一天甚至把自己的头发交给了
队友邱添一打理。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于根伟表示：“上一场
失利后，队员心里比较遗憾，大家憋着一股劲，想要改变现
状。我也鼓励球员，虽然结果不好，但上一场是我们近期
表现最好的一场，我们保持好状态，就一定会收获好的结
果。大连人队虽然近期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他们有实
力和朝气。队员们在一起磨合两三年了，整体性很强，在
何塞的带领下，球队的反击打得很出色，执行战术的坚决
性很强。我们队的目标没有方向性调整，我们没有退路，
每场比赛都是抢分的时刻。”关于球迷们惦记的新外援维
吉诺维奇的情况，于根伟说，他已经结束了14天的医学观
察隔离回到天津，正在进行7天的自我隔离，什么时候能
进入赛区，还需要根据苏州当地的疫情防控要求而定。

另外，本轮比赛广州赛区已经在昨天进行，广州队
5:2大胜沧州雄狮队，河南嵩山龙门队1:0战胜重庆两
江竞技队，青岛队0:5负于山东泰山，深圳队0:1负于
广州城。

今日20:30
天津津门虎VS大连人 TJTV-5直播

意气“糕”昂为赵英杰庆生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日进行的东京
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中国
“00后”小将张常鸿以466环夺冠，并打破世
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
届奥运会的第27枚金牌，这也是中国射击队
在本届奥运会的第4枚金牌。
男子步枪三姿项目曾是中国队的幸运项

目，贾占波、邱健分别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
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美国名将埃蒙斯
的最后一发失误而夺取金牌。而在过去两届
奥运会上，金牌都被目前已经退役的意大利
名将卡普里亚尼夺得。张常鸿2000年2月
14日出生于山东烟台龙口，2014年被体校
选中开始练习射击，2016年进入国家队，也

是此次中国射击奥运军团6名“00后”小将
中最后登场的。比赛中，张常鸿射击服上的
一个细节引人关注。他的袖口处有个黑色的
小LOGO，上面写着10.9，代表着射击每一
枪的最好成绩。

张常鸿以资格赛第二晋级决赛，决赛跪
姿比赛中，他三轮打出155.6环，排名第一。
在卧射三轮比赛之后，他以312.6分继续排
名第一。立姿的比赛之后，张常鸿顶住压力，
以总成绩466环拿下冠军，打破了由中国选
手杨皓然在2018年创造的465.3环的世界
纪录，以及意大利选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
的458.8环的奥运会纪录。

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队李越

宏以26中拿到铜牌，继里约奥运会之后再次
摘铜，一度占据世界第一的林俊敏只获得第
六名。

张常鸿50米步枪三姿双破纪录夺冠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日进行的东
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吊环决赛中，刘洋凭借
6.500的难度分、全场最高的9.000分完成
分，以 15.500 分摘金，这是中国体操队在
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尤浩凭
借全场最高的 6.600 难度分、8.700 完成
分，以总分15.300分摘银。卫冕冠军希腊
选手佩特鲁尼亚斯以15.200分获得铜牌。
这是刘洋第二次参加奥运会，5年前第一

次出战奥运会，他在吊环决赛中出现重大失
误，最终获得第四名。5年来，刘洋憋足了一口
气，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东京奥运会的资
格赛中，刘洋以15.300分排名第二，佩特鲁尼
亚斯以15.333分排名第一。决赛中，刘洋发
挥更胜一筹。夺冠后的刘洋落泪了，这一刻，
他圆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也兑现了中国体操
必见金的承诺。刘洋5岁学习体操，18岁进入
国家队，20岁夺得世锦赛男团和吊环金牌，而

这枚奥运会金牌却等待了22年之久。
荣光背后的艰辛，只有刘洋自己最清

楚。据悉，此次中国队奥运名单，吊环第一人
选是尤浩。膝部有伤的刘洋是经过队内斟酌
再三才入选的，原因是他的技术难度超过希
腊选手佩特鲁尼亚斯。出征前膝盖部位出现
拉伤，对于刘洋的下法有很不利的影响。“无
论怎样，都得拼这个项目了，这是我来这里的
意义。”刘洋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拼。这也
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陈一冰之后，中国男
队时隔13年再夺奥运吊环冠军。当年，陈一
冰、杨威包揽男子吊环冠亚军。时隔13年，
刘洋、尤浩再现这一成就。

本报讯（记者王梓）斩获五枚金牌，打破
两项世界纪录。昨天的东京奥运赛场，中国
代表团发挥出色，创下本届赛事单日夺金数
新高，并以29金17银16铜的战绩，完成对
里约奥运会26金的超越。

昨天的举重赛场，汪周雨和李雯雯分别
在女子87公斤级和女子87公斤以上级比赛
中摘得金牌，为中国举重队的东京奥运征程
画上圆满句号。本届赛事，中国举重队在出
战的男女8个级别比赛中，斩获7金1银，打
破一项世界纪录、5项奥运纪录，向世界展现

出强大的“中国力量”。
射击赛场，张常鸿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

比赛中以466环的总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
得冠军。李越宏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
中摘得铜牌。中国射击队在东京赛场的最终
战绩定格在4金1银6铜，高居射击项目奖牌
榜首位。
中国体操队也在昨天实现了近两届奥

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刘洋和尤浩包揽男子
吊环比赛冠亚军。
钟天使搭档鲍珊菊在场地自行车女子

团体争先赛中创下31秒804的世界纪录，
并以31秒895的成绩摘得金牌。

羽毛球赛场，陈清晨和贾一凡在女子双
打决赛中以0：2不敌印尼组合，摘得银牌。
上届奥运冠军谌龙在男子单打决赛中以0：2
不敌丹麦选手安赛龙，屈居亚军。中国羽毛
球队最终在本届赛事中摘得2金4银。

摔跤赛场，赛里克和周倩分别在男子古
典式摔跤60公斤级和女子自由式摔跤76公
斤级复活赛中取胜，并赢下季军争夺战，为中
国代表团再添两枚铜牌。田径赛场，黄常洲

在男子跳远决赛中跳出7米72，位列第10
名。女子铁饼决赛，陈扬投出61米57，无缘
前八。

其他比赛中，国乒在男子团体1/4决赛
中以3：0战胜法国队，顺利挺进4强。中国
女篮以74：62战胜比利时队，小组赛三战全
胜晋级8强。中国女排以3：0战胜阿根廷
队，以两连胜告别东京赛场。花样游泳双人
自由自选预赛，中国组合黄雪辰和孙文雁以
96.2333分位列第二。在皮划艇静水四个项
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均晋级半决赛。

刘洋尤浩包揽吊环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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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19：21、15：21，陈
清晨/贾一凡负于印尼组合波莉/拉哈尤，获
得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双银牌。印尼组合为
自己的国家夺得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也
是其队史上第一枚奥运会女双金牌。

贾一凡久久凝视着对手的金牌，和陈清
晨抱头痛哭。其中有不甘心，有对对手的敬
意，也有对未来的期许。“波莉30多岁还能站
在奥运会赛场上，很不容易。虽然后面一代
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她还是能够和我
们竞争，很让人敬佩。她不管落后还是领先，
都能带着小队员前进，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学
习的目标。”贾一凡说：“和上一届比，这次女
双是一个突破。从1996年开始，中国女双一
直在奥运会上处于领跑的地位，我们本来有

机会拿到金牌。但是，在比赛经验和心态上
确实没有对方好。银牌对我们是个鼓舞，我
们还有空间做得更好。”

因为失误多，赛后陈清晨有些沉闷。
“出战之前，我觉得小组对手很强大，最后
能够拿到奖牌，很不容易。最后一场打得
不如前面，对手打得好我们还是要多学
习。2017 年退役的波莉，复出又拿了金
牌。我和搭档一条心，相信我们也可以一
起努力做到的。”

15：21、12：21负于丹麦名将安赛龙，谌
龙卫冕失利，收获男单银牌。首夺奥运男单
冠军的安赛龙情绪激动，在和谌龙交换球衣
后，光着膀子边哭边收拾自己的球包，准备离
场时依然泪流满面。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天的东京奥运会排球赛场，中
国女排直落三局战胜阿根廷女排，以小组赛2胜3负的战
绩结束了本届奥运会之旅。赛后，中国女排主帅郎平与
队员一一拥抱，队员们也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竞技体
育没有常胜将军，尽管提前无缘小组出线，但中国队在后
两场的比赛中仍展现出女排精神。赛后，总结自己执教
中国女排的8年历程，郎平表示：“这8年很精彩，我看着
中国女排成长，我们一起夺得了奥运会、世界杯等冠军，
我们很完美。当然这届奥运会有一些遗憾，但有遗憾更
好，能让年轻人更有梦想，渴望去追求下一个目标。”就像
郎平所说，以天津小将李盈莹、王媛媛为代表的新一代通
过本届奥运会迅速成长，中国女排的未来可期。

名帅郎平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功不可没。在她的
带领下，中国女排夺得2015年女排世界杯、2016年里
约奥运会、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本次比赛过后，
郎平很可能会卸任中国女排主帅之职，她坦言这场与
阿根廷队的比赛是球队年轻队员备战巴黎奥运会的开
始，“年轻人有无限的可能和未来，队员都在不断成长，
希望球队能记住本届奥运会的经验和经历，三年以后
希望球队能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大展身手。”

郎平表示自己未来很有可能在排球推广等活动
中，尽己所能为推动国际排球发展做一些工作。郎平
说自己现在很期待赶快回家，“我很感谢家人，这么长
时间支持我投入到排球事业中，我会多珍惜与他们在
一起的美好时光，也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我相聚。”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
篮小组赛C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女篮以74：62战
胜比利时队，以3战全胜排名第一的身份挺进八强。
这是中国女篮史上首次以小组赛不败战绩晋级淘汰
赛，并且以56分的总净胜分排名12支球队之首，淘汰
赛中将成为头号种子。

中国女篮对于奥运会的准备可谓细之又细，为了提
高训练和对抗强度，达到实战效果，球队在6月和7月中
上旬，相继与四川、陕西、浙江、江苏男篮青年队以及北
体大男篮进行了教学赛。考虑到澳大利亚队是世界冠
军，实力强，中国队将重点放在波多黎各队和比利时队
上。必须拿下波多黎各队，这是主教练许利民对球队的
要求。姑娘们做到了！97：55，以一场大胜完美开局。

第二场对阵澳大利亚队，第一节结束时，许利民大
声激励队员：“这个台阶必须跨过去！以后跨不如现在
跨！”姑娘们不辱使命，面对拥有5位WNBA现役球员
的澳大利亚队，中国队以76：74力压对手。王思雨额
头磕破浴血奋战，成为中国女篮拼搏精神的缩影。就
像出征前许利民所言，要打出中国女篮的精神。

最后一场对阵此前同样两战全胜的比利时队，双方
争夺小组头名。内线明显占优的中国女篮并未硬打内
线，而是通过传导球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攻，最终以74：
62获胜，三战全胜小组第一晋级八强。目前，在东京奥
运会三大球赛场上，女篮已经成为中国队的“独苗”。

昨晩，本届比赛女篮1/4决赛对阵出炉，经过抽签，
中国队将对阵塞尔维亚队，比赛将于8月4日举行。

国羽女双男单再添两银

主帅郎平深情告别
期待女排未来腾飞

中国女篮三战全胜出线
1/4决赛迎战塞尔维亚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日的东京奥运会女
子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汪周雨和李雯雯分别
以抓举120公斤、挺举150公斤、总成绩270
公斤和抓举140公斤、挺举180公斤、总成绩
320公斤的成绩夺得87公斤级和87公斤以
上级冠军，其中李雯雯的抓举、挺举和总成绩
均打破奥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
届奥运会上夺得的第25金和第29金。至此，
被誉为中国体育“梦之队”的中国举重队在东
京奥运会上夺得7金1银，7金创下了队伍在
单届奥运会上夺得最多金牌数的纪录。

女子87公斤级的比赛，汪周雨为中国举
重队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6金。赛后，27岁
的汪周雨坦言虽然自己实现了奥运冠军梦，
但对自己的发挥并不满意，“第一把有些紧
张，挺举也没兴奋起来，没能完成总成绩280
公斤的目标。教练也开玩笑说我平时半夜睡
觉起来也能举出总成绩270公斤。可能到大
赛中，我的心态还是不够强大。”自2018年举
重世锦赛起，汪周雨开始在国际赛场上
展现出不俗的实力，之后她从
女子76公斤级上升至女子87
公斤级，为了适应全新的
参赛级别，她首先

要增加20多斤的体重，为此曾一天吃五顿
饭，“从2019年2月开始增重，我用了一个半
月时间增重近10公斤。当时早上喝粥、吃两
个鸡蛋，中午吃食堂，下午训练后会吃一些师
母做的蛋糕，回来之后再吃晚饭，晚上9点还
要吃面条。”
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李雯雯为中

国举重队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7金。21岁的
李雯雯从小就拥有过人的身体天赋。2019
年举重世界杯，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李雯雯首
次参加国际赛事，就获得女子87公斤以上级
抓举冠军。此后，她成长为女子
87公斤以上级绝对的霸主。昨
晚的比赛，她展现出超强
的“统治力”，以绝
对优势夺金。

7金1银战绩创纪录 圆满结束东京征程

举重队诠释“中国力量”

今日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