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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仿佛就是为一项运动项目而生的，例如站在
跳水女子10米跳台上的全红婵，就像一滴水滴进了泳池
里。对于14岁的她来说，注定是一名跳水的天才，但能
否统治这项运动还是一个未知数，奥运夺冠仅仅是开始。
全红婵一跳成名，被外界冠上了天才的帽子，但更加显

眼的还是她14岁的年龄。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巴塞罗那奥
运会上，还差20天才满14岁的伏明霞。当时国外媒体这样
描写这场比赛：“伏明霞站在蒙特惠奇山高高的跳台上，背
后是哥特教堂和17世纪的古堡，而世界就在她的脚下。”
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虽然在室内进行，但相信全红

婵同样用天才的表演征服了世界。对于全红婵来说，学习
跳水是因为更符合自己多动的性格，甚至是因为好玩，但
接下来能否延续对这项运动的统治力，还要看她的坚持。
伏明霞在成名后曾经被教练练到痛苦、崩溃，但对奥

运会冠军的渴望最终压倒了青春期的躁动，就连身体抱恙
都无法阻止她一次次站上跳台。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伏明
霞成为中国奥运跳水史上的第一个板台双冠王，但她夺冠
后并没有流泪。也许，伏明霞的眼泪在训练中已经流尽。
如今，全红婵完美复刻了伏明霞14岁就成名的那一

幕，她跳水的天分再也没人去怀疑，但要想和伏明霞那样将
天分全部兑现出来，还要下一番功夫。日复一日的训练，即
使是奥运会冠军也不能例外，全红婵要学会更加坚韧才行。
当然，14岁就拥有跳水这项运动的巨大统治力实在

是让人太难忘了，想想你14岁都在忙什么，你就知道全
红婵的厉害之处了。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7月22日，天津先
行者男篮新任外教凯撒抵达上海。经过14
天的集中隔离后，他于昨天上午“出关”。在
俱乐部相关人员陪同下，于昨天中午乘坐航
班抵达天津，在酒店进行一周时间隔离，核酸
检测等一切正常后，将与球队会合。
虽然中途转了一次机，但凯撒抵达上海的

过程还算顺利。从天津男篮与他签订合同，到
等待签证和机票，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个
月。漫长的等待，着实让人煎熬，而在抵达上
海后，14天的集中隔离对于凯撒来说又是一
次考验，他必须耐心等待隔离结束。这期间
他通过球队翻译向中方教练了解队伍情况，
同时也观看了一些技术录像。昨天上午从上
海解除隔离后，凯撒非常开心，他以为自己可
以自由活动了，但根据相关隔离政策，他还需
要居家隔离7天。俱乐部工作人员前往上海
之前，已经在天津为凯撒安排好了比较高档
的酒店，酒店居住环境和餐饮条件都非常好，
并且拍了照片发给凯撒，他比较满意。
在之前两个赛季中，天津男篮大部分时

间都是“全华班”出战，本土球员们得到了很
好的锻炼，之前在全运会预赛中发挥出色，历
史性打进决赛圈就是最好的证明。歇赛期，
天津男篮又顶薪签约了老将张兆旭，用选秀
5号签交易了李佳益，都是希望弥补球队在
内线的不足。特别是新赛季CBA联赛很可
能“全华班”进行的情况下，外界对天津男篮
冲击季后赛甚至更好成绩充满期待。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16:30，天津津
门虎队将在苏州奥体中心外场，与武汉队进
行中超联赛第12轮的比赛。由李霄鹏率领的
武汉队，联赛至今仍然没有取得过胜利，目前
已经跌落到赛区倒数第二的位置，压力也非
常大，但是他们人员相对齐整、打法也比较成
熟，又刚刚引进了国足中坚蒿俊闵，因此这场
比赛对津门虎队而言，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上一轮负于大连人队之后，基于近期的

四连败，津门虎队通过官方微博，郑重向关
心、爱护他们的球迷们表达了歉意，表示会鼓
起劲、抬起头直面失利、寻找不足、认真总结、
刻苦训练，努力打好后面的比赛。另外球队
的微信群里，教练、队员们也在相互鼓励，谭
望嵩、李浩然、陈科睿等队员，主动揽责，就自
己的失误向教练、队友们表示歉意，但是大家
说得更多的还是相互鼓励的话。
不可否认，最近津门虎队内部，因为金信

煜的引进在最后一刻失败；因为与河北队一
战，张呈栋对巴顿的犯规被当值主裁判无视，
过后中足联筹备组的相关说明也认定那应该
是“一张红牌”；包括因为连续几场比赛的开局
阶段都有失球，让球队上下也陷入了某种“别扭”
的状态。一方面是对球队自身综合能力不足的
充分认识，希望通过努力去尽量弥补，另一方面
在人员轮换使用等方面，每个人又都十分清楚
自己和球队的实际情况，包括新援马格诺也有
些许难过甚至自责，纠结自己赛前找教练组沟
通，身体状况不太好，胜任不了90分钟比赛，是
否影响了教练组的排兵布阵和对他的使用。
但是过去的只能过去，在昨天的赛前新

闻发布会上，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示：“这
场下午的比赛，对队员们的精神、体能要求很
高。我们要做艰苦的准备。武汉队是一支很
有实力的球队，他们的人员配备很齐整，三条
线都有出色的球员，最近几场比赛，他们都很
有竞争力，只是运气差了一些，不过我们也不
畏惧任何对手，一定全力以赴打好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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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姑娘 10米台爆发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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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5日22:0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代表团
中国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俄罗斯奥运队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金牌
34
29
22
17
16
16
9
7
7
7

银牌
24
35
10
5
22
18
9
11
10
9

铜牌
16
27
14
19
20
17
16
9
18
10

共计
74
91
46
41
58
51
34
27
35
26

今日看点

女子竞走天团冲击金牌

夺金只是开始

中国代表团再添两金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中国男女
4×100 接力“天团”先后在预赛中亮相。
由韦永丽、黄瑰芬、葛曼棋、梁小静出战的
女队跑出42秒82，小组第三晋级决赛。由
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智强出战的男
队跑出37秒92，小组第一晋级决赛。男女
接力同时进入奥运会决赛，中国田径迎来
历史性突破。

这是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
女子接力队再次挺进奥运会决赛。42秒82
的成绩，也是这个组合的赛季最佳。姑娘们
兴奋地抱在一起，又跳又笑。葛曼棋说，她
在交接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幸好及

时调整。用她的话说就是，“理智解决掉了
小瑕疵。如果交接完成得更顺畅的话，我们
会快很多”。曾经在里约奥运会经历过预赛
成绩排名第八，却因为美国的单独重赛而无
缘决赛的韦永丽、梁小静和葛曼棋都还在队
伍中，只是增加了这个赛季状态不错的黄瑰
芬。这可能是“大姐”韦永丽的最后一次奥
运之旅，“非常感谢队友们，为了这个梦想一
起努力。”姑娘们期待着，决赛中创造中国女
子接力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好成绩，并且争取
冲击亚洲纪录。
男子接力队选择了里约奥运会跑出决赛

第四的主力阵容苏炳添、谢震业和汤星强，加

上了在多哈世锦赛创造了全国纪录的吴智
强。因为没有太多时间磨合，这个阵容是最
稳的选择。苏炳添说：“今天的交接棒还不是
特别好，各方面都还有一些小的瑕疵，我们还
有进步的空间。”小伙子们在“不完美”中创造
的37秒92，仅次于预赛第一牙买加队的37
秒 82。日本队 38秒 16，美国队则直接出
局。面对决赛，苏炳添期待着打破全国纪录，
并冲击领奖台。“打破全国纪录是我们参加奥
运会的底线，2019年世锦赛预赛我们都跑到
37秒79，要不是谢震业当时脚受伤，我们就
破了全国纪录，只是推迟了一点，我相信我们
能做到。”

昨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年仅14岁的全红婵跳出3个满分动作，以466.20分的高分夺

冠。全红婵的整套动作满分标准为477分。赛后，全红婵表示她在比赛中一直告诉自己要放轻松，“在跳台上

面会看一下教练和领队，周继红领队让我放轻松。”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进行的东京
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朱亚
明跳出17米57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获得
银牌。这是继1984年朱建华跳高铜牌、
2016年董斌三级跳远铜牌后，中国田径历
史上第三枚男子田赛项目奥运会奖牌。另
一名中国选手方耀庆以17米01排名第八，
葡萄牙名将皮查多以17米98夺冠。

奥运会前，朱亚明曾表示，自己的目标就
是挑战强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在
心理上不需要背什么包袱，在奥运会的赛场
上我就是一个挑战者。”他说到做到，预赛跳
出17米11排名第三晋级。决赛上第二跳以
17米41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第五跳发挥完
美，完成了0.6米的极限踏板，跳出了17米57
的最好成绩，一路冲到第二名，最终锁定银
牌。“训练中的东西都展示出来了，这是非常
难的事情，包括今天赛场上遇到的小问题，都
能调整过来，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第
五跳我很幸运，发挥很好，满板，这个成绩在
里约是铜牌，在这里我是银牌，所以胜利女神
还是很眷顾我的。”

朱亚明提到的“幸运”，还有个“单数年”
的小插曲。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他来说，这
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上大学2013级、
2017年是全运会，可能单数跟我有缘。不

过，成绩是训练的体现，这也是今天稳定的原
因。”在银牌之外，朱亚明还有额外的收获。
他透露，因为以前成绩不稳定，没有什么参加
世界大赛的机会。此次获得奥运会亚军，之
后将得到更多参加国际比赛的邀请。“在这个
领域要和高手对抗，展现中国田径的力量，让
外国人看到我们不比别人差，我们也很强。”
朱亚明说，自己的成绩，是中国跳跃项目整体

实力提升的结果。“相信中国田径这样的成绩
以后会很多的。”

男子20公里竞走决赛中，意大利选手斯
塔诺1小时21分05秒夺冠，日本选手池田向
希1小时21分14秒摘银，山西利和1小时21分
28秒摘铜。中国选手王凯华1小时22分03秒
排名第七，张俊1小时22分16秒排名第八，蔡
泽林1小时26分39秒获得第26名。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奥运会主赛期步入最后三个比
赛日，中国代表团将继续向夺金目标发起冲击。11时28分，
中国选手尹笑言将参加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淘汰赛，金牌战
定于19时40分进行。过去四年间，尹笑言拿到了包括雅加
达亚运会在内的三个冠军头衔，在该项目奥运积分赛排名高
居榜首，具备冲金实力。

15时30分，由杨家玉、刘虹和切阳什姐组成的“竞走天
团”，将冲击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刘虹是该项目的卫冕冠
军，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切阳什姐也曾多次在大赛中取得
不俗战绩。三人中最年轻的杨家玉，在2017年的伦敦田径世
锦赛上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并夺得金牌，并在2021年奥运选
拔赛上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三人占据本赛季该项目成
绩榜单的前三名，实力优势明显。

乒乓球男团决赛定于18时30分进行。国乒三将许昕、
马龙和樊振东将与德国队展开金牌对决。自北京奥运会首次
引入该项目，国乒还从未让金牌旁落。本届奥运会的单打比
赛中，马龙曾以4：3险胜德国队主将奥恰洛夫，实现对该对手
的19连胜。今晚的这场巅峰对决，国乒在实力和心理两方面
均占据优势。

21时50分，将进行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百米飞人
苏炳添携手吴智强、汤星强和谢震业强势出击。四人状态不
俗，在预赛中跑出37秒92的赛季最佳成绩，位列小组第一晋
级决赛。四人将向奖牌发起冲
击，以弥补里约奥运会无缘领
奖台的遗憾。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晚进行的东京
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中，由陈梦、孙颖莎、
王曼昱组成的中国女乒毫无悬念以3：0击败
日本队。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团成为奥
运项目开始，连续四届夺得奥运会女团冠
军。三位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姑娘，联手筑起
不可逾越的“国乒长城”。

陈梦/王曼昱以3：1逆转石川佳纯/平
野美宇，帮助中国队赢得开门红。孙颖莎
以3：1击败伊藤美诚，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
优势。3：0战胜平野美宇，王曼昱为国乒锁
定胜局。“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一场双
打要打出全队的气势。看到她俩的拼杀，应
该说我们仨是目前实力最强的，未来对于我
们的团体非常有信心。”成为女单、女团双冠
王的陈梦笑称：“我打的双打，压力没有她们
单打重。应该说，我跟两个年轻人‘蹭’了
个冠军。”

赛前，陈梦和孙颖莎谁将担任第一单打
备受关注。教练组最终选择孙颖莎，因为她
有过在团体赛中担任第一单打的经历。
2019年团体世界杯，孙颖莎在决赛中担任一
单，并逆转伊藤美诚，过硬的心理素质是教练
组最看重的。更重要的是，之前的奥运会女

单半决赛中，孙颖莎刚刚横扫伊藤美诚，心理
上占据优势。
孙颖莎不负众望，继女单半决赛后，实现

了对伊藤美诚的“双杀”，极大打压了对手的
反扑气焰。就像孙颖莎赛前关于“是否请战
打伊藤”的回答——没问题，那是胸有成竹的
霸气。“在奥运赛场，我很享受比赛。再次面
对伊藤，我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也有很多值
得总结的地方。这是我们团队的胜利，梦姐
（陈梦）带领我们一起前进，我们的付出有了
收获。未来我们继续全力以赴，去夺取更多
冠军。”

因为刘诗雯因伤退赛，国乒首次启用奥
运会P卡，王曼昱临危受命出战团体赛，她不
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我们打出了气势，我
还没打够，还想接着打，去展现自己。开始时
看比赛，通过看混双和单打，学到了很多东
西，感受到那种心跳，对于自己尽快投入到团
体比赛中很有帮助。这次奥运会对我来说很
特别，我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三四名决赛中，由杜凯琹、苏慧音和李皓
晴出战的中国香港队以3：1逆转德国队，获
得女团铜牌，这也是她们在该项目上获得的
首枚奥运奖牌。

本报讯（记者王梓）东京奥运会步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
发力，在女子跳水10米台和乒乓球女子团体两大优势项目中顺
利实现卫冕。目前的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以34金24银16铜居
首，距离伦敦奥运会创下的境外参赛最佳战绩仅有4金之差。

昨日的东京奥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再添两金。在女子跳
水10米台决赛中，14岁小将全红婵以466.20分摘得金牌，刷
新了陈若琳在北京奥运会创下的该项目最高得分（447.70
分）。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陈芋汐收获银牌。乒乓球女子团体
决赛中，国乒三将陈梦、孙颖莎和王曼昱以3：0完胜日本队，
实现该项目的奥运四连冠。

田径赛场，中国选手也有着不俗表现。在男子三级跳远
决赛中，朱亚明第五跳跳出17米57的个人最佳成绩，摘得银
牌，实现了中国田径队在该项目上的战绩突破。在男子4×
100米接力小组赛中，苏炳添携手汤星强、谢震业和吴智强跑
出37秒92的赛季最佳成绩，小组头名晋级决赛。女子4×100
米接力小组赛中，四位姑娘梁小静、葛曼棋、黄瑰芬和韦永丽
以42秒82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时隔21年再入奥运决赛。

在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凯华以1小时22
分03秒位列第7名。张俊和蔡泽林分列第8位和第26位，没能
为中国田径队实现该项目的三连冠。女子撑杆跳决赛，徐惠
琴三次试跳4米70失败，遗憾无缘奖牌。女子七项全能比赛，
中国归化选手郑妮娜力以总分6318分，获得第10名。

摔跤赛场，庞倩玉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半决赛
中，逆转战胜白俄罗斯选手卡拉兹斯卡娅，挺进决赛。在男子
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1/4决赛中，邓志伟不敌格鲁吉亚选手
彼得里亚什维利，无缘四强。

皮划艇项目，林文君在女子单人划艇200米决赛中划出
47秒608，排名第6。在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决赛中，王丛康
搭档卜廷凯以3分19秒612的成绩获得第8名。

其他比赛，中国女水在排位赛中以6：13不敌荷兰队，掉
入七八名争夺战。钟天使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凯林赛半决赛中
发挥不佳，最终位列第12名。女子高尔夫球第二轮比赛结束
后，林希妤和冯珊珊暂列第9位和第11位。在现代五项率先
开战的击剑排名赛中，张晓楠和张明煜暂列女子组第18位和
第23位。罗帅和李澍寰暂列男子组第18位和第26位。

朱亚明三级跳远摘银创历史

男女4×100接力携手进决赛期待再突破

战武汉津门虎不惧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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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封日本女乒团体四连冠地位稳固

在昨天的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
队派出了年龄总和仅为29岁的“双保险”
组合——陈芋汐和全红婵。其中，不满16
岁的陈芋汐已经搭档张家齐拿到了女子双
人10米跳台的金牌；而年仅14岁的全红
婵，更是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
小的运动员。最终，全红婵以466.20分获
得金牌，她从第二跳开始就牢牢占据第一
的位置，在最后一跳之前已经领先第二名
陈芋汐 36 分，领先第三名更是超过 80
分。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获得的
第33枚金牌，也是中国选手在本届奥运会
第九次包揽金银牌。

2007年出生于广东湛江的全红婵，直
到7岁时才开始接触跳水，这算是比较晚
的了。由于父母都是农民，且母亲的身体
并不是特别好，清贫的家庭让全红婵从小
就很懂事，也深知自己从小就要扛起生活
的重担。仅仅4年的训练就让全红婵开
始在省内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在连续获
得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跳台冠军后，

她进入了国家队的考察名单。2020年10
月，全国跳水冠军赛暨奥运会、世界杯预
选赛中，全红婵一鸣惊人，以437.75分的
成绩夺冠，要知道排在她身后的分别是世
锦赛冠军张家齐和陈芋汐！正是这届赛
事的5次试跳，让全红婵火速成为跳水队
的大黑马。在3站奥运选拔赛结束之后，
全红婵以2次夺冠、1次第五名的成绩拿
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名当时仅仅
13岁的小将，还没有任何国际大赛的经
验。在进入国家队仅7个月之后，全红婵
就已经完成了无数人的梦想，获得了代表
“跳水梦之队”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成长堪
称“火箭速度”。

尽管年龄不大，但在她身上却透出少年
老成的稳重：“奥运会也就是跳五个动作，想
好每一个动作，把自己的动作跳好就
行了。”随着全红婵站上东京奥运会
的最高领奖台，她也向属于自己的巅
峰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李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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