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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6日晚，国乒
的东京奥运会征程落幕。丢掉混双首金
成为最大遗憾，也成为国乒继续努力的
动力。全部5个项目收获4金3银，创造
了男单4连冠、女单9连冠、男团4连冠和
女团4连冠的新纪录，再次证明了国乒的
强大。樊振东、陈梦、孙颖莎、王曼昱四
位新科奥运冠军，将成为国乒奔向巴黎
奥运会的基石。马龙夺得第五金，成为
国乒奥运历史第一人，也追平了邹凯、吴
敏霞、陈若琳的奥运金牌数，成为乒乓史
上的传奇。
中国乒协主席、本届奥运会国乒领

队刘国梁说：“感谢亿万球迷连续14天
坚守在电视机前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助威、呐喊，和我们一起感受东京奥运赛
场的紧张、纠结、担心、惊喜，大家都辛苦
啦！让我们一起来捍卫国球荣耀，中国
乒乓球队永远在奋斗的路上。”
最先开始的混双决赛，许昕/刘诗雯以

3：4遭日本组合水谷隼/伊藤美诚逆转。
这是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韩国选手柳承
敏获得男单金牌17年来，国乒第一次在
奥运赛场丢金。刘国梁说：“刘诗雯 10
个月前刚做了手术，她是一直咬牙走到
东京的。尽管决赛没赢下来有一些遗
憾，但人生就是这样，她来了，也拼了，能
够把国乒女将的精神传承给三个年轻队
员，这是她真正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一块奥
运金牌。许昕也非常努力，在后边团体赛
的表现可圈可点，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是
球队的财富。”
男单决赛中，马龙战

胜樊振东，成为国乒奥运
会历史上第一位卫冕成
功的男单冠军。二人携
手许昕，实现男团 4 连
冠。女单决赛，陈梦战胜
20岁的孙颖莎，将近28
岁的夺金年龄，让她成为
国乒在奥运会首夺女单冠
军的最年长选手。二人与
王曼昱一起，实现女团4连冠。刘国梁表
示：“女队在东京完成了更新换代，这个转
换对未来女乒6年到8年间，可能都是一
个标志性的转换，这是除了金牌之外的收
获。男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几天我一
直在想，马龙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是不是可
以让他说再见，能够给更多人一些机会，但
是他始终有梦想，不知道他怎么打算。樊
振东在团体决赛中站住了，证明了自己，对
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对他个人的信心，还
有对整个球队的信心都是巨大的。他有突
破，还有未来。”
混双输球之后，整个团队承载着巨大

的挑战和压力。在极其困难的时候，球队
顶住了。“我们捍卫的不仅仅是几块金牌，
而是队魂，是冠军血统。重压之下，我们展
现了底气、基础，以及打恶仗的精神。”刘国
梁说，“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应该会更激
烈，特别是男乒，现在是世界和国乒在对
抗、国乒在和世界竞争。无论是欧洲还是
亚洲，世界拼国乒拼得非常凶，比如这次奥
运会就给国乒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女乒目前是中国和日本明显更接近，别的
球队稍微差一些。”

本报讯（记者 顾颖）天津津门虎队在苏州赛区下榻的酒
店餐厅，最近三餐时间电视机都固定在体育频道，这也是教
练、队员们忙里偷闲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时段。昨天晚上，本届
奥运会落下帷幕，但对于球队而言，这一阶段最艰苦的一周到
来了，从今天18:30在江阴体育中心迎战北京国安队开始，球
队将先后与北京国安、上海申花、上海海港3支实力强劲的队
伍交锋，一方面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球队也必须尽最大努
力争取好一点的过程和结果。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于根伟说，上一场比赛十分艰
苦，但教练组非常欣慰，津门虎队在当轮总跑动距离方面是各队
的第一名，朴韬宇也是联赛里跑动最多的球员，这说明在炎热天
气下，球队在体能储备和队员的意志品质方面都非常好，希望队
员们保持这种势头；北京国安的实力非常强，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津门虎队会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安排，希望在场上能把自己准
备的内容发挥出来，尤其做好防守，争取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赛季初两家俱乐部之间约定了“回避条款”，所以本
场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上一轮才打入一球的巴顿不能代表
津门虎队出场。另外，教练兼队员谭望嵩昨天与主教练于根
伟一同出席了赛前新闻发布会，这就意味着他将在这场比赛
中登场，而这是他在联赛、杯赛等各项正式比赛中，为天津足
球出战的第100场比赛，当年的“小谭”、如今的“老谭”肯定也
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争取在纪念战中有所收获。

申炜

随着李倩在拳击女子中量级决赛中拿到一块银牌，中国
代表团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全部赛程。从总体战绩来看，中
国代表团追平了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那
么中国体育的强大之处是什么呢？不断寻求突破是中国奥运
健儿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

并没有选择金牌选手作为旗手，而是由苏炳添担任。一方面，在
中国体育不再唯金牌论的背景下，选择苏炳添是合情合理的，另
外一方面他在男子百米大战中的出色发挥，其引发的轰动效应
并不亚于金牌选手。
所有人都非常清楚苏炳添闯入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重要

意义，这届奥运会上，中国在游泳和田径项目上，都取得了突
破和不错的成绩。中国体育正在一步步确立自己体育强国的
地位，在这些代表着“更快、更高、更强”内涵的运动项目上取
得突破，将更有说服力。
即使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中国体育依然也在不断突

破自己。例如在东京奥运会上一鸣惊人的全红婵，尽管天
赋异禀，但她只有14岁，之前也没有任何国际大赛经验。
如果放在其他项目，恐怕很难给她奥运比赛的机会，因为
这个项目上已经有张家齐和陈芋汐了，但跳水队硬把她带
到了奥运会的赛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射击、乒乓球等运动项目中，提

拔年轻人不仅仅是为了冲击金牌，其实还在为三年后的巴
黎奥运会做准备。当然，全红婵等人也用令人咂舌的表现
告诉全世界，中国体育可以
不断寻求突破，这才是中国
体育强大的秘密。

奥运奖牌榜
（截至8月7日22:0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代表团
中国
美国
日本

俄罗斯奥运队
英国

澳大利亚
德国
荷兰
意大利
法国

金牌
38
36
27
20
20
17
10
10
10
8

银牌
31
39
12
25
21
7
11
11
10
12

铜牌
18
33
17
23
22
22
16
12
19
11

共计
87
108
56
68
63
46
37
33
39
31

中国体育强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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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奖牌榜
（截至8月7日22:00）

排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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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代表团
美国
中国
日本
英国

俄罗斯奥运队
澳大利亚
荷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金牌
39
38
27
22
20
17
10
10
10
10

银牌
41
32
14
21
28
7
12
12
11
10

铜牌
33
18
17
22
23
22
14
11
16
20

共计
113
88
58
65
71
46
36
33
37
40

谭望嵩迎来为天津足球出战百场纪念

津门虎今战国安争取有收获

国乒捍卫霸主地位
新人担纲更为可喜

天津市全民健身日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梓）16个比赛日的激战，千余枚奖牌的决出，东京奥运会冲破重重
考验，于昨晚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圆满落幕。当闭幕式末尾，法国旗手接过五环旗帜，
奥运会正式步入巴黎时间。而东京赛场，各国运动员同场竞技、携手抗疫的一幕幕画
面，将写入奥运百年的历史画卷，成为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注脚。

昨天的闭幕式上，百米飞人苏炳添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走入场地。各国运
动员集体入场，所有人佩戴口罩，却无碍现场化身欢乐海洋。中国代表团成员纷
纷找到苏炳添合影留念，开启追星模式，享受着此刻的愉悦。比起因新冠疫情
而气氛低沉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伊始氛围轻松活跃，所有人沉浸其
中。当“光之五环”在体育场中央升起，散发出穿透黑夜的光芒，暗示着奥
林匹克精神冲破阴霾，在闭幕式之夜迎来黎明曙光。

过去16个比赛日，各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挥洒汗水，疫情并未影响到
他们的发挥，不断有人刷新着奥运和世界纪录，演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
克格言。300余枚金牌最终被65个代表团获得，有多达93个代表团收获奖牌。包括田
径、游泳等多个项目的竞争有重新洗牌之势，为比赛增添更多的看点和悬念。中国代表团
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仅低于美国代表团，位列奖牌榜次席，并创下多项境外奥运参赛
数据新高，迎来参赛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简短的缅怀仪式后，闭幕式正式步入奥运会旗交接时间，来自法国的表演者用音乐开
启巴黎奥运会的倒计时。当视频展示中，埃菲尔铁塔挂起2024年巴黎奥运旗帜，塞纳河
畔随即迎来一场喜迎奥运的狂欢盛宴。而后，伴随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中，代表太阳的主火
炬台重新闭合，奥运圣火缓缓熄灭。这一刻，因疫情等待五年之久的东京奥运会圆满落
幕，法国则将张开怀抱，迎接各国运动员齐聚巴黎。

一届意义特殊的东京奥运会，让奥林匹克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升华，所有人都期待着三
年后的巴黎，人类能够战胜疫情，让奥运盛会不再闭门举行，回到其原本的模样。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的拳击女子75
公斤级决赛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最
后一场比赛，李倩说很想用一枚金牌为中国
队完美收官，但想得太多反而没放开，一枚银
牌多少有些遗憾，“太想去拿(金牌)了，没有
发挥好，在压力下还是想得太多了。”从里约
到东京，从铜牌到银牌，李倩说她心中有遗
憾，“我的奥运金牌梦还没实现，巴黎我会努
力，把它换成金牌。”这是中国军团本届奥运
会所获得最后一枚奖牌。

昨天决赛中的这两名拳手最初练习的项

目都不是拳击，身高1米80的李倩最早练习
篮球，2007年才开始接触拳击。劳伦·普莱
斯此前曾是专业足球运动员，之后又练习了
自由搏击，最后才开始拳击项目训练。
1990年出生的李倩是国内少有的女子中

量级选手，她从2012年起便屡获全国冠军。
2015年，李倩首获亚锦赛冠军，顺利拿到了里
约奥运会参赛资格，并收获了一枚铜牌。
去年3月的东京奥运会亚大区拳击资格

赛，李倩的所有比赛都是以5：0的绝对优势
获胜。“相比上一个周期，李倩比之前更成熟，

心理和临场处理也更为稳定。”31岁的李倩
说，她正处在一个成熟期，东京奥运会延期一
年也让她有更多时间去弥补缺点。无奈决赛
中的对手表现更好，李倩最终拿到一枚银牌。

至此，中国拳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以2银成
绩收官。总结此次奥运之旅，中国拳击队总教
练张传良表示总体发挥了正常水平，但要总结
的问题还有很多，“回去要好好总结，这次表现
得不够好。队员要总结，教练也要好好总结。”
张传良直言，队员场上心理出现问题，说明教练
指挥也有问题，这些方面回去都要好好总结。

李倩要在巴黎换回金牌

本报讯（记者 梁
斌 摄影 孙震）昨天
是我国全民健身日，
也是东京奥运会闭
幕的日子，中国体育
健儿们在本届奥运
会的赛场上顽强拼
搏，取得了佳绩，为
祖国争得了荣誉。
在此重要时刻，由天津市体育局主办、天津市体育竞赛和社会
体育事务中心承办的“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2021年天津
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全运会新闻中心举
行。启动仪式上，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珊宣读建
设“排球之城”倡议书，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大力弘扬“祖国
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新时代女排精神，实
现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将排球运动打造成为天津
城市发展的特色和品牌。

天津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全民健身日
系列活动的主题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天津优秀的参赛选手
也夺得三金一铜，回馈了市委市政府的嘱托及全市人民的
期望，尤其是37岁老将吕小军赛场上不仅夺得冠军，还打
破了奥运会纪录，为祖国、为天津争得了荣誉。在这个重
要的日子里，启动我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极具特殊的意
义，我们要用奥运会冠军引领天津体育的发展，号召我市
广大的健身群众积极投身到我们排球之城的建设当中，投
身到我们体育强市的建设当中，把我们的大都市建设成为
充满活力的运动之都。”

启动仪式结束后，天津市体育局负责人带队探望了正在
训练馆全力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的天津女排，
此后还实地考察了天津冰壶馆，并与参加本次活动启动仪式
的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的干部职工合影留念。

4破世界纪录、创造21项奥运纪录，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赛场发挥出色，以38金32银18铜位列奖牌榜次席，追平伦
敦奥运会创下的奥运境外参赛最高夺金数。在夺金运动员人数和夺金项目数等多项数据上，中国运动员也都刷新了奥运
境外参赛的数字之最，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强大实力。

今天18:30天津津门虎VS北京国安TJTV-5直播

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在单一大项
比赛中实现对金牌的包揽，但传统优势项目依
旧有着统治级表现：举重斩获7金1银，创下单
届奥运会最佳战绩；射击摘得4金1银6铜，刷新
奥运海外参赛的奖牌数新高；跳水拿下7金5
银，不辱“梦之队”之名；乒乓球也有4金3银入
账，在个人和团体项目中处于垄断地位。

能够进一步巩固优势阵地，离不开运动
员五年来的辛苦付出，吕小军、庞伟等老将以
身作则，再抵奥运荣誉巅峰，诸多年轻选手的
惊艳发挥，则为团队注入更多活力。尤其是
“00后”小将，在东京赛场刮起一阵激情澎湃
的“青春风暴”。他们德艺双馨、自信阳光，
杨倩、全红婵、陈芋汐等人技惊四座吸粉无
数，化身全民偶像。举重小将李雯雯演绎“独
孤求败”，令人眼前一亮。

青年军的一鸣惊人，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

个优势项目中，顺利实现新老交替。待三年后
的巴黎赛场，中国跳水队和射击队都将开启新
的时代。也包括中国乒乓球队，由于刘诗雯因
伤退赛，女乒队员在团体决赛中完成交接棒，
21岁的孙颖莎和22岁的王曼昱独当一面，将在
未来背负起国乒荣耀。还有中国体操队，以3
金3银2铜一扫里约奥运会的阴霾，16岁小将管
晨辰在平衡木项目中强势摘金，让人们看到了
中国体操队重新崛起的希望。
当然本届赛事，也凸显了各国运动员整

体实力的飞速提升，尤其是乒羽项目，中国选
手都遭遇了巨大阻力。国羽最终斩获2金4
银，超越里约奥运会的总战绩，同样是可喜的
成就。这预示着未来，中国运动员会在优势
项目中遭遇更大挑战，想要守住眼下的“大好
河山”，还需在日常备战和后备力量培养两方
面下更多功夫。

自北京奥运会起，中国代表团逐步
扩张竞技版图，进一步向着“不偏科”的
目标进发。本届奥运会在田径赛场的多项
突破尤为令人欣喜：铅球老将巩立姣首夺
奥运金牌；刘诗颖在标枪赛场一掷定乾坤；
朱亚明摘下三级跳远银牌；苏炳添演绎百米
9秒83的中国速度……一幕幕都是历史性瞬
间。在竞走项目失准的情况下，中国田径
队交出2金2银1铜的成绩单，每一枚奖牌
都弥足珍贵。
游泳赛场也涌现出诸多青年才俊，张

雨霏独揽两金两银、三朝元老汪顺摘得奥运
首金，带领中国游泳队走出里约奥
运会的低谷期。还有孙一文为中
国击剑队夺得首枚女子个人重剑
奥运金牌，以及赛艇、皮划艇等水
上项目金牌或奖牌零的突破，都使
中国竞技体育变得比起以往更加
厚重饱满。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运动员背后整个
团队的运筹帷幄和一系列先进备战手段的
保驾护航，同时也要感谢那些辛勤付出的
“洋面孔”。此番出征东京的教练团队中，
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30名外教，覆盖
田径、赛艇、击剑等17个项目，他们的先进
理念，为中国运动员在弱势项目中实现弯
道超车增添了动力。

除举重外的重竞技项目，中国运动员在东
京赛场留下了太多遗憾。这些项目的日常备
战，不只是技术性训练，更加注重实战练
兵。但受疫情影响，运动员长期处于闭门训
练状态，很难清晰了解对手的实力提升。本
届赛事，虽然在柔道、跆拳道、空手道、摔跤和
拳击5个项目中，中国选手交出5银4铜的成
绩单，但多次以微弱差距错失冠军。即便如
此，中国代表团仍在14个项目中摘得金牌，
创下奥运境外参赛的夺冠项目数量之最，进
一步拓宽了中国竞技体育的“金牌版图”。

东京奥运赛场，中国代表团
在三大球项目中的表现喜忧参
半。中国女排无缘奥运卫冕，中
国女足也未能完成小组出线的最
低目标。 这其中有着太多的无

助、无奈甚至是无语。伴随郎平指导的离
任，中国女排或将迎来人员结构和战术体
系的变革期。中国女足也基本确定告别
“贾家军”时代，面对后备力量不足等诸多
课题，“铿锵玫瑰”的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中国女篮的表现则令人眼前一亮，首度

在奥运小组赛实现三连胜，对手中还有高居
世界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队。虽最终无缘四

强获得第五名，姑娘们在多场强强对话中，
还是展现出了巨大的提升空间。包括李月
汝、李缘等年轻球员，都有望成为中国女篮新
一代的领军人物，带领全队冲击更高的目标。

相比中国代表团在其他项目中的多点
开花，三大球项目的前行之路注定更为曲
折。下一个奥运备战周期，无论中国女排还
是女足都将面对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考验。
包括中国女篮，需要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尽
快走向成熟。中国男篮，还有甚至很少入围
奥运决赛圈的中国男排和男足国奥队，也都
背负着振兴中国三大球的使命，等待逆流而
上、放手一搏。 本报记者王梓

多项目实现突破 重竞技遗憾满满

女子三大球有喜有忧

在中国代表团431名运动员中，
“00后”小将占比不足15%，却奉献多
达12枚金牌。

如今的东京赛场，中国代表团再
有出色表现。

中国军团东京再突破

捍卫优势阵地 演绎小鬼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