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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辰/孙文雁花游双人决赛摘银

“老搭档”演绎新篇章
奥运奖牌榜

（截至8月4日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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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炜

本届奥运会，中国奥运健儿给人留下印
象最深的除了运动成绩之外，还有他们的精
神面貌。新生代的中国运动员，早已经颠覆
了之前刻板的形象，本届奥运会上他们成了
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

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军团通过各种社交
媒体和网民们玩得不可开交，很多运动员都
很“亲民”，让外界感受到了他们本身的鲜活
可爱。他们的社交媒体充满了普通人的情
感：爱自拍，喜欢吃但不敢多吃，会抱怨但更
会努力。奥运健儿比较抽象的形象，一下子
就具体起来。

这次奥运会捧红了很多“00后”的运动员，你
会发现，他们也同样会追星。带着胡萝卜发夹还
做了珍珠美甲的杨倩其实是白敬亭和蔡徐坤的
“粉丝”，她会在忙碌的训练之外参加偶像的线下
活动，还会暖心告白偶像：“一起走花路”。

中国女子橄榄球队队长杨敏，接受采访
时直接喊话王一博，祝他生日快乐。这样的
追星，可谓是喜闻乐见。没人会去批评运动
员们不务正业，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们已经在
赛场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随着王一博转发
女子橄榄球队的微博后，这场文体界的梦幻
联动，成功让女子橄榄球这项运动“出圈”。

并不是只有冠军运动员才能获得支持，射箭
运动员李佳伦输球后在社交网络写道：“对不起祖
国人民。”一晚上6.2万条的评论都在安慰他，最热
的一条评论是：“竟然说对不起，拿人民当外人。”
想想以前，运动员输球后只能黯然神伤。

中国运动员开始变得更加自信，他们也展
露出了追求自我而不矫揉造作的性格。以前
中国运动员一度被贴上了“机器人”的负面标
签。本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扭转了外界的
这种印象，如
果算上运动成
绩的话，绝对
是双赢。 来之笔申

今日看点

女乒决赛中日对抗 男乒决赛中德会师

乒乓球男团女团晋级决赛

回归自我的奥运健儿

国乒捍卫女团霸主地位

女排四强韩国爆冷入围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晚，东京奥运会女排比赛

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队、美国队、韩
国队和巴西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两场半
决赛，塞尔维亚队对阵美国队，韩国队对阵巴西队。

首场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在名将金软景的带
领下，3：2爆冷击败名帅古德蒂执掌的土耳其队，继
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时隔9年再次闯进奥运会
四强，五局比分为17：25、25：17、28：26、18：25和
15：13。此役，韩国队三人得分上双，主攻金软景拿
下全场最高的28分，主攻朴贞雅贡献16分，副攻梁
孝贞拿下11分；土耳其队三人得分上双，接应博兹
拿下全队最高的24分，副攻艾达和居内什分别拿下
15分和14分。

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3：0战胜多米尼加
队，连续四届奥运会晋级四强，三局比分为25：11、
25：20和25：19。此役，美国队三人得分上双，接应
德鲁斯拿下全场最高的21分，主攻巴奇拿下13分，
副攻华盛顿贡献10分。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博斯
科维奇领衔的上届奥运会亚军塞尔维亚队再次扮演
“克星”角色，直落三局击败埃格努领衔的意大利
队，连续两届奥运会晋级四强，三局比分为25：21、
25：14和 25：21。此役，塞尔维亚队两人得分上
双，接应博斯科维奇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副攻拉
西奇贡献10分，而意大利队仅有接应埃格努一人得
分上双，她拿下全队最高的16分。昨晚进行的最后
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巴西队以3：1战胜俄罗斯奥运
队，晋级四强。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奥运会步入尾声，中
国代表团将力争守住优势阵地。今早9时，全红
婵和陈芋汐将一同出战女子跳水十米台半决赛，
决赛将于14时进行。作为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
的运动员，14岁小将全红婵在近年来国内各项跳
水赛事中发挥不俗。陈芋汐在本届赛事女子双人
十米台中搭档张家齐摘得金牌。两人都拥有夺金
硬实力，比赛中更多是与自我的对决。

15时06分，场地自行车女子凯林赛将展开1/
4决赛角逐。此前摘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
赛金牌的中国选手钟天使，将向着个人项目更高
战绩发起冲击。

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定于15时30分开战，此
前两届奥运会，中国田径队实现该项目的两连
冠。这一次，王凯华、蔡泽林和张俊将一同出战，
形成冲金“三保险”。在2021全国竞走锦标赛暨
奥运会选拔赛中，王凯华以1小时16分54夺冠，排
名本赛季世界首位，同时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走进
1小时17分大关的竞走选手。蔡泽林曾摘得里约
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兼实力和经验于一身。小将
张俊近来也保持着出色的竞技状态。

18时30分，国乒将迎来乒乓球女子团体的金
牌之争，对手是日本队。女子单打半决赛中，孙
颖莎直落四局，完胜伊藤美诚，与陈梦会师决
赛。当时，伊藤美诚表示自己只发挥了三成实
力，希望在女子团体比赛中实现自我正名。但就
整体实力而言，国乒要高出日本队一个档次。在
遗憾错失奥运会首枚乒乓球混合双打金牌后，相
信国乒将士不会再给对手任何机会。

从淘汰赛分组揭晓的那一刻起，就已经
注定了中国女篮东京奥运会前路的不平坦。
小组赛，中国女篮综合排名居12队之首。种
子组排名为中国、美国、西班牙、比利时，弱势
组排名为日本、塞尔维亚、澳大利亚、法国。
首先，中美两队是小组赛表现最好的，任何一
种比赛都会把前两强分开，但是，FIBA将中
美分在同一个半区。

中国女篮平均年龄25岁，只有邵婷超过
30岁，两名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是21岁和
22岁。李月汝、韩旭超过2米，孙梦然1米97，
潘臻琦和黄思静都是1米90，内线储备之足
超越以往。小前锋李梦、邵婷、张茹都超过1
米83，双能后卫王思雨1米80，还有1米70到1
米76之间的三名后卫杨力维、李缘和武桐
桐。这样的配置，可以组成各种不同的阵
容。主教练许利民是WCBA冠军教练，带中
国女篮已经超过4年。三个多月前他跟腱断
裂，为了不影响备战，毅然选择先不做手术坐
轮椅上赛场，比赛中穿着保护靴站着指挥。
这样一支充满凝聚力的战斗团队，以小组第
一身份晋级在情理之中。

小组赛中国女篮失误总数高居各队之首，
这也是她们最近一年多没有参加国际比赛带来
的影响。而失误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昨
天对阵塞尔维亚，中国女篮依然“栽”在了失误
上。首节就出现7次失误，前9次三分出手一个

未中。双方在4节时间里交替领先6次，打平14
次。前三节结束时，中国女篮一度领先9分。第
四节第2分钟，中国队丢掉了后场篮板，达波维
奇离三分线2米压哨出手命中，这一“神仙球”成
为比赛的转折点。塞尔维亚4分钟内轰出12：0
的冲击波。比赛最后的2分13秒，中国队一分未
得，末节净负16分。全场23次失误，更是创开赛
以来新高。FIBA官方发文称：“23次失误杀死
了她们。但积极的信号是，她们会在接下来的
主要赛事中成为一股强大力量。”
“这场比赛输球的原因，第一是失误，23

次比对方多10次，这是年轻队伍的弱点。第
二是篮板球，对方抢了16个前场篮板，我们
的能力、对抗都明显处于弱势。第三是比赛
中的处理球能力，关键时候把握场上机会的
能力不如对手。”主教练许利民分析问题的同
时，也肯定了队员的发挥。“我们看似以一场
失败的比赛告别，但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完美
的奥运之旅。这就是运动生涯，这就是人
生。整个奥运之旅，中国女篮超乎想象，很好
地完成了奥运会制定的计划。不光是我们小
组赛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把我们所练所想
的，都打了出来。而且是超出我们正常范围，
这一点我们很欣慰。我们这样一支队伍，打
欧洲冠军球队还能咬住，说明我们是具备潜
质的。我相信中国女篮未来一定会站上奥运
会的领奖台。” 本报记者苏娅辉

失误暴露不足 惜败塞尔维亚

中国女篮遗憾无缘四强

本报讯（记者高洪志）2020东京奥运会拳击女
子沉量级（64—69公斤）半决赛在国技馆战罢，中
国选手谷红4：1击败赛会3号种子、美国选手琼斯，
顺利晋级决赛，成为中国拳击队本届奥运会唯一冲
金的希望。

此前谷红与琼斯有过交手记录，据中国拳击协
会主席张传良介绍，谷红在美国训练时曾跟琼斯打
过一次，当时略占上风。比赛开始后，心理占优的谷
红基本掌控了场上节奏，第一局双方打得不相上下，
但身材高大的谷红利用拉开距离和直拳突袭方面更
加出色，稍稍占据上风。此后琼斯打得更加积极主
动，并努力将谷红往拳台角上逼，但谷红利用对手急
躁稳健还击，牢牢占据优势，并最终锁定胜利。

谈及这场半决赛，谷红感觉像在做梦，“之前从
没想过会进入决赛。今天主要是按照教练的意图
去发挥，没有过多跟对手拼。有段时间，我觉得游
走会有点被动，我就要去抢，但一抢就撞一起了。
进入决赛我不会有压力，还是会按照教练要求一
分一分去拿。”

谷红将在决赛中与头号种子、土耳其选手索尔
梅内丽争夺金牌，半决赛的表现已经证明谷红具备
了冲击奥运冠军的实力。从东京奥运会前的备战来
看，谷红整体实力明显长了一截，从面对强手的全力
拼搏到现在能够掌控节奏，调动对手按照自己的节
奏走，谷红的打法变得更加多样化，这为她迎战不同
的对手提供了更多选择，也增添了更多胜利的砝码。

本报讯（记者李蓓）在昨天上午举行的东
京奥运会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中，2019
年光州世锦赛冠军、里约奥运会第四名，赛前
被看好的中国选手辛鑫最终游出2小时0分10
秒01的成绩，在25名出场选手中名列第八。

里约奥运会上，辛鑫所参加的女子10公
里公开水域比赛通过直播镜头被更多国人了
解，但网络上也充斥着“枯燥、乏味、毫无观赏
性”等言论。但是辛鑫用第四名的佳绩，帮助
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也让
辛鑫和她的运动“一战成名”。2019年的世
锦赛上，辛鑫更是创造历史：当时她以1小时
54分47秒20的成绩夺冠，成为中国队在世锦
赛公开水域项目的首位世界冠军。对于一个
普通人来说，走10公里的路可能都很漫长，
更何况在水中游一个万米。

赛后她的教练分析，辛鑫在比赛中一度
冲到第三，失利原因之一是在冲刺阶段意外
得到一张黄牌，这让她束手束脚了。辛鑫自
己直到比赛结束也不明白为何会得到黄牌，
但这的确影响了她的游速与心理状态，并因
此掉出“第一梯队”。

此外，“猛暑日”和无语的赛事安排都或
多或少地影响了辛鑫的发挥——6:30开始
比赛，凌晨3时就要起床。加之比赛河道水
质污染状况堪忧，不少参赛选手直斥气味难
闻，辛鑫在该地训练时亦发现身上吸附不少
黑色小虫。

辛鑫复盘整场比赛后说，她还是经验不
足，且与对手有了太多身体接触，消耗体力，导
致最后关头游不动。她对这个名次感到失望。

马拉松游泳辛鑫遗憾失金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3：0，由陈梦、孙颖
莎和王曼昱出战的中国女乒毫无悬念横扫德
国队，连续第4次晋级奥运会女团决赛，将与
日本队争夺冠军。由马龙、樊振东和许昕出
战的中国男乒以3：0战胜韩国队，同样连续
第4次晋级奥运会男团决赛，将与德国争夺
冠军，后者以3：2力克日本队。
陈梦/王曼昱3：0战胜单晓娜/索尔佳，

孙颖莎3：0战胜韩莹，陈梦3：1战胜索尔佳，
中国女乒挺进决赛将迎战日本队。面对是否
会请战打伊藤美诚的问题，陈梦表示：“我们
三个谁对她都可以。”孙颖莎的回答更为干
脆：“没问题！”在刘诗雯因伤退赛后，国乒首
次启动奥运会P卡参赛队员，由22岁的小将
王曼昱替补出场。她是2014年的世青赛女
单冠军，2018年初通过队内“7选2”的竞争，
获得参加世界杯团体赛的资格，成为世界冠

军。此前，与伊藤美诚交手10次，王曼昱8
胜2负占据绝对优势。日本女乒以3：0战胜
中国香港队，晋级女团决赛。伊藤美诚表示：
“非常开心可以取得半决赛的胜利，我们的目
标是全胜，可以站在决胜的舞台超级激动。”
马龙/许昕3：0战胜郑荣植/李尚洙，樊

振东3：0战胜张禹珍，马龙3：2险胜李尚
洙，中国队率先挺进男团决赛。挺进半决赛
后，德国名将奥恰洛夫曾发微博称：“我们将
与日本队争夺决赛资格，请为我们加油。加
油，德国队！加油，中国队！我们决赛相
见。”果不其然，昨晚，德国队以3：2击败日
本队，与中国队会师决赛。40岁老将波尔
双打、单打建功，贡献两分。马龙说：“不管
决赛对谁，我们都会做好打满五场的准备。
不能想着只依靠其他队友解决问题，我们
所有人都要做好自己的部分。”

中国代表团放缓夺金步伐

根据赛前抽签，中国黄雪辰/孙文雁组
合排在第8位出场，决赛中中国组合的主
题是“蛇”，而音乐则是为了表现主题从多
个音乐中剪辑而来，中国组合入水后动作
干净整齐，身体角度和控制都做得很好，没
有出现任何失误，在全部动作结束之后，教
练直接在场下拥抱了两位队员，对于这套

动作的完成非常满意。但俄罗斯在这个项目
已是绝对的霸主，中国花游队拿下银牌已经
很不错，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目标。

第四次参加奥运会，黄雪辰已不再是初
次亮相北京奥运会时的那个刚刚成年的小姑
娘——她现在不仅是中国花游队内年龄最高
的成员，还是一名三岁孩子的母亲。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黄雪辰是队里最
小的队员，跟着姐姐们拿到了集体项目铜牌；

在伦敦奥运会，她拿到了双人项目铜牌和集体
项目银牌；在里约奥运会，她以两枚银牌收
官。此后她选择退役结婚生子。2018年黄雪
辰复出，成为中国花游队继蒋文文、蒋婷婷之
后第三位妈妈级选手。减重的压力、伤病的考
验等困难面前，黄雪辰和孙文雁这对从2006
年国青队时期就是队友的“老搭档”选择了共
同面对，每天分享着训练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在花样游泳项目中，一名运动员想要在
裁判那里获得足够的认可，通常需要经历四
到五场大赛的锻炼。虽然体育比赛要讲求公
平，但花样游泳确实是个打分项目，存在一定
的主观因素。能顺利来到东京，黄雪辰也成
为奥运会“四朝元老”，论“刷脸”功力，队内确
实无人能出其右。

本报记者李蓓

昨天，在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
选决赛中，奥运“四朝元老”、31岁
的妈妈选手黄雪辰搭档同年龄的
孙文雁，为中国队拿下银牌。她们
分别拿下了自己的第6枚和第5枚
奥运奖牌。

女子拳击谷红打进决赛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奥运会主赛期
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放缓夺金步伐，
但在乒乓球团体和跳水比赛中，依旧在向着
夺金目标发起冲击。同时在拳击等项目中，
中国运动员也有着出色发挥，有望在东京奥
运赛场更进一步。
昨天花样游泳赛场，黄雪辰和孙文雁在

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收获96.9000分的高分，
以192.4499分的总成绩获得银牌。田径赛
场，谢文骏在男子110米栏半决赛中跑出了
13秒58，排名第16无缘决赛。在女子七项全
能比赛中，郑妮娜力以3754分暂列第10名。
在马拉松游泳女子10公里比赛中，辛鑫以2

小时10秒1获得第八名。在女子高尔夫项目中，
林希妤打出71杆的战绩，暂列第23位。里约奥
运会铜牌得主冯珊珊打出74杆，暂列第47位。

在拳击女子沉量级半决赛中，2号种子
谷红以4：1战胜赛会3号种子美国选手琼斯，
晋级决赛，将与头号种子土耳其选手索尔梅
内丽争夺金牌。

皮划艇比赛中，殷梦蝶在女子500米单
人皮艇1/4决赛中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半
决赛。另一位中国选手黄杰仪排名第五止步
1/4决赛。在女子200米皮艇单人划艇分组
预赛中，林文君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半决赛。
在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预赛中，王丛康和卜

廷凯位列小组第二位，成功晋级半决赛。
在自行车女子凯林赛首轮比赛中，钟天

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1/4决赛，仅落后第一
名荷兰选手0.174秒。在女子凯林赛复活赛
中，鲍珊菊排名小组第五无缘晋级。在男子
场地自行车争先赛复活赛中，徐超以0.062秒
之差位列第二位，无缘更进一步。

摔跤赛场，刘明瑚在男子自由式摔跤57
公斤级比赛中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卜杜
拉耶夫，无缘8强。在男子摔跤自由式86公
斤级1/4决赛，林祖沈不敌印度选手普尼，无
缘8强。

其他比赛，中国女篮以70：77不敌塞尔
维亚队无缘半决赛。国乒在男女团体半决赛
中，分别战胜韩国队和德国队，顺利晋级决
赛。在女子攀岩全能资格赛中，宋懿龄以总
分1026.00分的成绩排名第12名，无缘决赛。

领先对抗了三节，最后一节未
能顶住对手的攻击，全场23次失误
葬送了好局，中国女篮昨天以70：77
惜败于塞尔维亚，梦断东京奥运会
1/4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