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敬园（图右）1998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3岁时被市业余体校选中，7岁进入省体校，2012年进入国家队。2017
年，邹敬园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双杠比赛，便一举夺得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一年后成功卫冕。双杠一直是中国队的优势
项目，奥运“五金王”邹凯、“双杠大师”冯喆都曾获得奥运金牌。业内对邹敬园的评价是，“邹凯+冯喆的加强版”。赛前，邹
敬园的双杠就被视为中国体操队最保险的金牌。其高难度动作曾被日本体操传奇人物内村航平评价为“只有机器人才能
做出来的动作”。邹敬园不负众望，第一次出战奥运会便一举夺魁。

这些年，邹敬园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训练和比赛中。据他的妈妈
刘丽群透露，已经23岁的邹敬园目前还没有女朋友。而在进入国家队
的这十年间，邹敬园只回过两次家，而且是只在家住了两晚。此番征战
东京奥运会，男团决赛之后，妈妈和邹敬园通过一次电话，嘱咐他“心态
要放平，相信天道酬勤。”这些年，作为父母最大的遗憾，就是缺少对儿
子的陪伴。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儿子选择了这份特殊的职业。

2004年9月，管晨辰（图左）出生于湖北石首。6岁才开始接触体操，
当时因为启蒙晚，险些被教练“拒收”，她的那句“我肯定会刻苦训练”打动
了教练。主动加练，不怕苦不怕累，是她这些年一直坚持对自己的“狠”。
2011年，管晨辰被选送到武汉体育学院培养，2012年输送到浙江省体育
职业技术学院体操系，成为浙江省体操队队员，2017年进入国家队。中国
女队的平衡木在东京奥运周期相对更具备冲金实力，而管晨辰的“绝对高
难度”又是她的优势。中国队有5名平衡木好手，理论最高难度都接近6.5
分或以上。其中管晨辰完成过的最高难度动作，难度分达到7.1。

之前，业内专业人士对比了世界各国女子平衡木优秀选手的最高
难度分，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管晨辰7.1、欧钰珊6.6—7.0、拜尔斯(美
国)6.8、布莱克(加拿大)6.5、芦玉菲6.4。此前连续退出多项比赛的美国
名将拜尔斯，唯独没有放弃的就是平衡木。决赛中，她的完成分7.9，总
分14.000落后于唐茜靖。最后一个出场的管晨辰顶住压力，凭借稳定
的发挥，以6.6的难度分超越所有选手，总分14.633夺冠。

本报记者苏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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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队圆满收官 跳水再现王者气势

步伐稳健中国军团再入三金
奥运奖牌榜

（截至8月3日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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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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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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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蓓）自孟关良/杨文军在雅典奥运会为中
国皮划艇夺得首枚奥运金牌、北京奥运会又成功卫冕后，中国
皮划艇在奥运赛场上已经沉寂了13年。昨天，东京海之森竞
技场，刘浩/郑鹏飞续写了前辈荣光，以3分25秒198的成绩
获得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第2名。
“浩飞组合”如今是中国皮划艇队的王牌，这对组合在

2019年就有过高光表现，收获多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杜伊
斯堡站更是以1秒半的优势战胜2017年和2018年世锦赛冠
军、德国组合尤尔/克雷奇默，创造该项目当年世界最好成绩，
而当时两人配艇还不到一个月。

在东京奥运会备战周期，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在良好的
队内竞争氛围中收获可喜进步，刘浩的搭档也经历了几次变
更，直到去年2月，郑鹏飞才收获配艇战的胜利，赢回有着“第
一右桨”美誉的老搭档。队内成绩足够出色才能上艇，中国皮
划艇队的前行步伐迈得格外扎实。

奥运延期这一年，恶补短板、狠抓体能是中国皮划
艇队下的苦功夫。昨天的决赛中，中国组合在前 750米
都处于领先位置，但在最后 250 米阶段，被古巴组合反
超。赛后，刘浩和郑鹏飞表示，这场比赛采取猛打猛冲
的领先战术，最后阶段被反超有风的客观因素，操控受
到一些影响。

虽然有些遗憾，但中国组合对于自己的表现比较满
意，“我们配艇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次比赛我们的目标是金牌，想来这里升国旗、奏国歌，拿
银牌有些遗憾，但也很开心，我们把水平表现出来了，这就
是竞技体育吧。”

谈到比赛结束后最想做什么，刘浩表示之前每天都是
4时起床，想好好睡一觉，睡到自然醒。郑鹏飞则想回家看看
家人，“之前回家时间比较少，感谢他们一直支持我”。申炜

奥运会上最打动人心的故事，莫
过于老将在不断攀登中经历风雨，最
终圆梦登顶的瞬间。苦难触动人心，
励志刺激人心，人们为这些故事所触
动就是因为内心有柔软的天性。但本
届奥运会上不少中国年轻运动员初次
参加奥运就摘金挂银。对于他们来
说，青春和荣耀全都要。

对于 23 岁的邹敬园和 16 岁的
管晨辰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奥运
会之旅，两人在双杠和平衡木的决
赛中，亮出了难度制胜的绝招，最终
如愿拿到金牌。两名新人的成功，
对于志在打翻身仗的中国体操队来
说是福音，但这何尝不是两名运动
员绝好机遇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运动员走上
了奥运赛场，年轻得甚至让人有些怀疑
他们的实力。人们已经习惯于老将用
坚持写下拼搏与无悔，对于这些年轻
面孔恐怕一时半会儿还不适应吧。

23岁的邹敬园在体操双杠项目
的强势，让人完全可以在3年后的巴
黎奥运会上期待他的辉煌。不过在
很多中国“00后”的运动员看来，这
个年龄有些老了。越来越多的例子
表明，“00后”选手可以在关键时刻
扛起责任。16 岁的管晨辰与 18 岁
的唐茜靖战胜了女子体操的传奇人
物西蒙·拜尔斯，这完全是奥运会新
老更替的点睛之作。

在运动场上，拥有青春就已经让
人羡慕了，如果再具备了压倒性的实
力优势，那才是最欣羡的事。女子举
重87公斤以上的比赛中，“00后”李雯
雯的成绩领先第二名37公斤。在举
重世界，用“斤斤计较”来比喻恰当不
过，而她这是不折不扣的碾轧，这才叫
作青春无敌。

本报讯（记者 王梓）伴随举重、射击等比赛大项的结束，
中国代表团将进入到“碎片化”的冲金节奏。今天东京的奥运
赛场，中国运动员在女子游泳、马拉松和花样游泳项目中具备
冲金实力。国乒和中国女篮的表现同样惹人关注。

凌晨5时30分，辛鑫将率先出战游泳马拉松女子10公
里比赛。2008年，马拉松游泳首次在北京奥运会亮相。上届
里约奥运会，辛鑫拿到该项目第四名。三年后的光州游泳世
锦赛，她以1小时54分47秒2的成绩加冕冠军。如今第二次
站上奥运赛场，辛鑫期待实现新的突破。

上午 9 时，中国女篮将在 1/4 决赛中对垒塞尔维亚
队。小组赛三场比赛，姑娘们取得全胜战绩，展现出十足
的竞争力。在国际篮联昨天发布的实力排行榜上，中国女
篮仅次于美国队和日本队，位列第三，对手则排名第七
位。作为中国三大球项目仅剩的火种，中国女篮将全力应
战，力争更进一步。

国乒也将于9时出战女子团体半决赛，对手是德国队。
男子团体半决赛定于13时30分进行，国乒将迎战韩国队。
随着乒乓球团体赛事的不断推进，国乒将士将遇到更大的挑
战，需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保决赛席位。

晚上18时30分，黄雪辰将搭档孙文雁出战花样游泳双
人自由自选决赛。伦敦和里约奥运会，中国花样游泳队分别
在该项目中摘得铜牌和银牌，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这一次黄
雪辰和孙文雁在预赛中拿到96.2333分位列第二位，两人期
待在决赛中有着更为出色的发
挥，打破俄罗斯运动员对该项
目奥运金牌的垄断。

圆满谢幕体操队“金”喜连连

昨天是中国体操队的收获日。在男子双
杠决赛中，邹敬园以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获
得16.233分夺冠，尤浩获得第四名。女子平
衡木决赛中，管晨辰以14.633分夺冠，这是中
国体操女队东京首金，唐茜靖以14.233分获
得银牌。因心理问题此前多次退赛的“体操
女王”拜尔斯复出，以14.000分获得铜牌。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在东京奥
运会田径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再接再厉，取
得多项突破。

王峥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以77米03的
成绩收获银牌。出生于1987年的陕西姑娘
王峥大器晚成，她原本因膝伤要错过奥运会，
却因奥运延期而再度有机会站上奥运会赛
场。赛前她曾表示：“我要把这些年积蓄的能
量都释放在东京奥运赛场上。”王峥做到了。

在女子链球决赛中，王峥第二投投出75
米30的赛季最佳，成绩暂列第二；世界纪录
保持者、波兰名将沃达尔奇克在第四投投出
78米48，稳居第一，其同胞克普朗在第四投

拿下75米49，超越王峥升至第二。最后一
投压力重重，王峥却完全爆发，投出77米03
完成反超，最终将这枚宝贵的银牌收入囊
中。金牌和铜牌则都归属波兰选手。
继张文秀在里约奥运会上摘得该项目

银牌后，王峥续写了中国女子链球的辉
煌。赛后王峥表示：“中间自己想法有点
多，动作就僵硬了；反而最后一投自己心态
平静下来，把注意力和力量都集中到位，投
出了理想的成绩。”
同样超越自己的还有“95后”王春雨，作为

中国参加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的第一人，她
在决赛中继续上佳发挥，跑出了1分57秒00

的个人最好成绩，名列第五。首个奥运之旅就能
两度刷新个人最佳，王春雨未来可期。
第二道、20秒34，谢震业成为第一个跑进

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的中国选手。昨晚，
他站上了半决赛的跑道，距离创造历史只过去
了9小时。很遗憾，跑出20秒45的他无缘决
赛，未能进一步创造历史。
2019年伦敦钻石联赛上，谢震业以19秒

88创造最新全国纪录的同时，也打破了奥古
诺德保持的19秒97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突破
19秒 90大关的亚洲选手。同年的多哈世锦
赛上，谢震业以 20秒 03进入男子 200米决
赛，这也是中国选手首次晋级世锦赛200米的
决赛。然而，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让谢震业
在备战中出现了伤病，这个赛季他错过了多场
比赛。虽然遗憾未能再度突破，但他还将与苏
炳添搭档，冲击男子4×100米接力奖牌，那将
是他实现“站上领奖台”梦想的好机会。

跳水“梦之队”再度包金揽银
本报讯（记者李蓓）昨天，在东京奥运会

男子单人三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谢思埸
以558.75分首次加冕该项目奥运冠军。曾
经历两次严重的脚伤，一度险些告别跳水生
涯的谢思埸，如今也成为继名将熊倪之后，第
二位在单届奥运会包揽男子单、双人三米板
冠军的中国运动员。他在双人三米板比赛的
搭档王宗源最后一跳发挥水平，直到最后一
刻，击败英国选手拉斐尔，将银牌收入中国跳
水队囊中。

2014年初，谢思埸因脚腕骨折接受手
术，脚上多了几根钢钉，当时医生嘱咐他不能
再练跳水了。“跳水虐我千百遍，我还待它如
初恋。”谢思埸说，这是他对跳水的表白，也是
对脚踝伤痛的无奈。“但我感受到自己内心对
于跳水的热爱依旧炽热、对于实现梦想的渴
望依旧强烈。”谢思埸回到赛场，与伤病展开
漫长的拉力赛。

这是谢思埸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第
二枚金牌，之前，谢思埸与队友王宗源搭
档，在7月28日进行的男子双人三米板比
赛中夺冠。不过，当时俩人来不及庆祝胜
利就投入到昨天这场男子单人三米板比赛
的备战中。谢思埸的脚踝、王宗源的肩部

和腰部都贴着绷带，让观众们看着心疼，但
这些绷带就像是他们达到今日世界最高水
平的勋章，见证了他们日复一日的艰苦训
练和拼搏。
赛后，谢思埸激动地说：“在来东京奥运

会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给自己压力也蛮大
的，这么多年不容易。”根据赛程，昨天参加男
子单人三米板角逐的选手需要在参加完半决
赛后接着参加决赛，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
个考验。对此，谢思埸表示“还好”。最终，谢
思埸如愿以偿夺得这枚宝贵的金牌，这一刻
他足足期盼了9年，“9年，我相信对于任何人
来说这个时间都不短。在这9年内，我经历
了低谷，还有等待、忍耐，我也不知道自己怎
么走过来的。”
6天前，谢思埸与队友王宗源一起夺得

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后，他情难自已流下
热泪。昨天，达成大满贯成就的他再次红了
眼眶。谈起两次眼泪的不同含义，他说：“第
一次是我终于拿到了奥运冠军，第二次是我
完成了自己的大满贯(注：谢思埸成就三米板
单、双人大满贯)。短短5年之内经历了很多
事情，所有痛苦和开心，都要自己消化，整理
好自己的情绪重新出发。”

来之笔申

今日看点

王春雨谢震业取得突破

王峥链球摘银续写辉煌

青春和荣耀全都要

女子游泳马拉松冲击金牌

略有遗憾双人划艇摘银

本报讯（记者王梓）日入三金，中国代表
团延续着稳定的夺金步伐。其中以中国体操
队的表现最为惊艳，单日奉献2金1银，以3
金3银2铜的总战绩，结束体操项目的所有
比赛，相较上届里约奥运会有了明显提升。

昨天的体操赛场再传捷报，男子双杠比
赛中，邹敬园拿到16.233的高分，夺得个人
首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尤浩以15.466
分位列第四。在女子平衡木比赛中，16岁小
将管晨辰以14.633分摘得金牌，唐茜靖以
14.233分斩获银牌。

另一枚金牌来自男子跳水三米板，谢思

埸发挥稳定，以558.75分夺得金牌，成为继
悉尼奥运会的熊倪后，又一位单届奥运会包
揽单人和双人男子三米板冠军的中国运动
员。他的队友王宗源以总分534.90分摘得
银牌。

田径赛场，王铮在女子链球决赛中最后
一投投出77米03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摘
得一枚银牌。女子800米决赛，王春雨跑出
1分57秒的个人最佳成绩，位列第5名。谢
文骏在男子110米栏预赛中跑出13秒51，排
名小组第4晋级半决赛。谢震业在男子200
米半决赛中跑出20秒45，排名小组第7无缘

决赛。吕会会在女子标枪资格赛中掷出61
米99，位列A组第三。刘诗颖掷出61米95，
排名B组第六。两人携手晋级决赛。

在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刘浩携
手郑鹏飞以 3分 25 秒 198 的成绩摘得银
牌。男子1000米单人皮艇A组决赛，张冬
以3分28秒103的成绩获得第6名。女子
200米单人皮艇B组决赛，殷梦蝶和马青分
列第3名和第6名，排名总成绩的第12位和
第15位。女子500米双人皮艇B组决赛，李
冬崟和周玉排名第2，位列总成绩第10名。

摔跤赛场，周凤在女子自由式摔跤68公

斤复活赛中不敌日本选手土性沙罗，无缘铜
牌争夺战。在女子自由式摔跤62公斤级1/4
决赛中，龙佳不敌乌克兰选手克里亚登科，无
缘半决赛。在男子古典式摔跤87公斤级1/8
决赛中，彭飞不敌阿尔及利亚选手锡德阿萨
拉，无缘晋级8强。

其他比赛中，国乒在女子团体1/4决赛
中，以3：0击败新加坡队，顺利晋级半决赛。
中国女水在1/4决赛中，以7：11不敌西班牙
队，无缘晋级4强。在攀岩项目男子全能比
赛中，潘愚非以总积分1280分排名第14位，
止步于资格赛。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晚上，天津津门虎队在本赛季
中超联赛第11轮的比赛中，1:3不敌大连人队。在苏州赛
区整体少赛一轮的情况下，津门虎队积分总排名已经跌落
到了末位。

本场与大连人队的比赛，是苏州赛区的榜尾之战，
面对积分比自己少 1分的大连人队，津门虎队的首发阵
容相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比较长时间没有登场的宋
岳回归后防线，而前几场比赛球队一直比较倚重的巴
顿、赵英杰、外援马格诺等几名攻击手，则没有进入首发
名单。从安排上看，这场“抢分关键战”，津门虎队的整
体思路是上半时稳守反击，下半时加强进攻。不过开场
第 7分钟，大连人队就抓住津门虎队后防线盯人不紧的
漏洞，由小将陶强龙头球攻入一球。在后面的时间里，
虽然津门虎队在进攻端也制造出一些机会，但是由于场
上没有正印前锋，很难形成非常有威胁的进攻完成最后
的致命一击，因而半场结束仍然0：1落后。

下半时开场，津门虎队同时使用了多个换人名额加
强进攻，但是队员整体能力有限、再加上落后情况下精
神状态无法调整到最佳，导致不仅没能扭转落后局面，
反而在第62分钟、69分钟，被大连人队利用点球和一次
区域配合连入两球，直至补时阶段，马格诺在大禁区附
近的一脚射门，将比分改写为 1：3，才为球队挽回了一
些颜面。

昨天苏州赛区的另外3场比赛，长春亚泰队2：1逆转战
胜上海海港队，送海港队赛季首败；河北队0：0逼平上海申花
队；北京国安队2：1战胜武汉队。本月6日，津门虎队将与武
汉队交锋。很难讲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中期外援引进没能达
到理想局面，对津门虎队最近两场比赛的士气影响有多大，但
是联赛半程跌落榜尾，球队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充分认识人
员整体储备不足、打法不够固定与娴熟的情况下，除了努力保
持拼搏不放弃的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争
取生存空间。

1：3不敌大连人队 积分降至榜尾

津门虎队形势不乐观

昨天，在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三米板决赛
中，中国选手谢思埸（左）获得冠军，王宗源获得
亚军。赛后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