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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喆/高鑫男双夺冠创历史 徐一璠/杨钊煊女双折桂

天津网球队日进两金

天津青年女排赢得开门红

国足移师阿联酋沙迦

聚焦全运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6：4、6：7（6）、
6：4力克河北组合柏衍/孙发京，李喆/高
鑫夺得陕西全运会男双金牌。获胜一
刻，李喆倒地掩面而泣。16年，他终于赢
得了这枚男双金牌，一路走来太不容易，
所有的艰辛都在泪水中宣泄。这不仅是本
届全运会网球首金，也是天津代表团首金，
更是天津网球全运会历史上男双首金。
2005年江苏，李喆/王意宁止步第二

轮。2009年山东，李喆/王钰获亚军。2013
年辽宁，李喆/常雨进八强。2017年天津，李
喆/高鑫得季军。2021年陕西，李喆/高鑫赢
冠军。五届全运会，16年的漫长时光，身边
的搭档换了几个人，李喆“集齐”了男双金银
铜牌。而就在男双决赛之前，他刚刚经历2
小时25分钟鏖战，以7：6（8）7：5击败特日格
乐，挺进男单决赛，将与张择争夺男单冠军。
“太激动了，一路走来挺难的，经受了

各种压力和考验，真的太不容易了，这层窗
户纸总算捅破了。”犹记得四年前天津全运
会时李喆的眼泪和那句“不甘心”。虽然此
前他已经手握两枚全运会混双金牌，但他
说那无法证明自己，和那些夺得男单、男双
的同行们相比，总觉得“矮人一头”。“男双
金牌创造了天津网球的历史，而且单打我
也进决赛了，让我觉得可以和吴迪、张择、
包括孙鹏他们平起平坐了。高鑫安慰我时
还说呢，明天继续。对，好饭还在后头！”
“第二盘领先，对手接连的运气球，我

们心理上有些小波动。我们互相鼓励，说
没问题，决胜盘从头开始，每一分都想细

致，打出气势，过去了的就不要再想。”高鑫
说，和李喆的默契是日积月累的，彼此之间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知道对方想干什
么。“我们从在天津备战时就开始深入交
流，场上就是无条件相信对方，执行非常坚
决。”这是高鑫第三次出战全运会，从2013
年与欧阳博文的第四名，到2017与李喆的
铜牌，再到此刻的金牌，他的路走得相对更
顺畅。他甚至开玩笑说：“我的名字是鑫，
三个金，正好第三次参赛夺金。”
赢的一瞬间，高鑫有点儿蒙，然后才缓

过来，这就赢了吗？高鑫也热泪盈眶，但更
多的是兴奋。“我也想倒地，回头一看，‘虎
哥’（李喆）已经躺下了，我赶紧过去拍拍
他。”兄弟俩深情相拥，“那一刻，我特别理
解‘虎哥’的心情。他真的太不容易了，他
就是我们的榜样！‘虎哥’身兼三项那么累
还在扛，我也必须站出来顶住。”高鑫是目
前天津男网年龄仅次于李喆的选手，他说，
“希望‘虎哥’继续打，哪天他真的不打了，
我愿意像他一样扛起天津男网的大旗！”
女双决赛中，徐一璠/杨钊煊以7：5、

6：1战胜四川组合王雅繁/蒋欣玗，夺得女
双冠军。王蔷以6：0、6：3轻取朱琳，郑赛
赛以6：1、6：1横扫王雅繁，“津花”提前锁
定女单冠亚军。赛前，天津队的目标是两
金，此刻已经超额完成任务，接下来将朝着
包揽五金的伟业发起冲击。正如天津网球
中心主任董岳森所言：“我们和平常备战一
样，做好每一天，完成每一场，做好过程，结
果水到渠成。”

连续参加七届全运会，以50岁高龄第
二次夺得全运会冠军，湖南选手刘英姿昨
天在全运会射击项目女子飞碟多向比赛中
以43中成绩收获冠军，书写了一段传奇。
第七次出战全运会的刘英姿资格赛仅

排名第四晋级决赛，然而进入决赛后，这位

老将却让年轻的竞争对手们品尝到“姜还是老
的辣”的滋味，比赛中她始终稳稳力压年轻选
手，最终领先第二名1枪完美收官。
刘英姿上一次全运会夺冠还是2009年，

当年38岁的她为湖南代表队拿下了山东全
运会的首金。12年后还能站在全运会赛场
上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像我12年前说
的那样，决赛和拿金牌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在
我这个年纪还能站上全运会的领奖台，绝对
是一件幸事。感谢领导对我的支持，我现在

状态还不错，还能打下去。”
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的表现堪称亮

眼，其奥运人员选拔机制的改革功不可没
——不看年龄，不看头衔，只看选拔赛成绩，
这促成了射击队在奥运会上的再次崛起。三
年后的奥运会或许是刘英姿又一个圆奥运梦
的好机会，毕竟她的经验和稳定值得称道，只
要适应不同赛制，在奥运赛场上创造一个老
骥伏枥的传奇并非天方夜谭。

本报记者 高洪志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棒球决赛阶段小组赛第四轮比赛昨天
继续在陕西省西安体育学院鄠邑校区棒球
场举行，卫冕冠军天津队凭借更胜一筹的
实力，打满9局以9：1战胜东道主陕西队，
赢得三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以B组头名
晋级四强。
与陕西队一役，整体实力占优的天津队

从一开场就牢牢掌握比赛走势，全场共打出
14支安打得到9分，而以年轻队员组成的陕
西队表现得很顽强，第三局凭借一记安打扳
回一分。此役，天津队进攻第一棒次，球队

“强棒”二垒手张春轩共打出三记安打，进攻端
表现极为强势。防守端，天津队先发投手孙建
增投满5局，多变投球线路不仅有效遏制对
方进攻队员的发挥，而且与捕手杜孝慈以及
内、外场手配合默契，让陕西队很难获得得分
良机。后四局，天津队换上投手韩力铁，这位
年轻投手凭借稳定发挥，让陕西队很难再改
写比分。同组另一场比赛，四川队以11：3战
胜广东队，提前一轮以B组第二名晋级四
强。总结球队小组赛前四轮表现，天津棒球
队主教练焦益认为场上队员正常发挥出平时
训练水平，接下来的半决赛，全队要多做困难准

备。今天，天津队将在B组最后一轮对阵已无
缘四强的广东队。
此外，身处A组的天津体院队以1：11不

敌劲旅江苏队，以1胜2负结束小组赛，无缘
四强。总结球队小组赛表现，天津体院棒球
队主教练吕建刚认为相比像天津队这样的专
业队，天津体院队每天只是在下午训练三四
个小时，而天津队平时每天一天两练甚至一
天三练，在训练时长上相差很多，比赛经验更
是有所欠缺，“小组赛通过本次全国最高水平
比赛检验，队员认识到自身差距，知道未来努
力方向。”

本报讯（记者 赵睿）按照计划，结束了多哈两场世预赛之
后，中国队昨天移师阿联酋沙迦，在那里准备10月份的一主
一客两场比赛。中国队的当务之急是全面总结前两场比赛的
得失，利用将近一个月时间把状态调整好，以利再战。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中国队前锋武磊暂时返回西班牙，他

在个人社交软件上发布的一张办理登机手续照片引发感慨，
武磊说：“在我身边，几乎一整支日本国家队球员都准备返回
欧洲各自的俱乐部，真的很感触！我们和亚洲强队的差距确
实很大，正视差距！绝不虚度每一天！”与日本队交锋，中国队
控球率只有28%，射门是2：18，射正0：3；角球1：7；黄牌3：1，
遭受的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中国队人士复盘后坦言，几乎
看不到我们进球的希望。
中日比赛，队长吴曦、前卫洛国富、右后卫王刚吃到黄牌，

很多声音说吴曦累计两黄下轮对阵越南队时停赛。其实，中
国队首战时两名染黄的队员分别是左后卫王燊超和替补登场
的中场队员尹鸿博，和吴曦没有关系，他下轮依旧可以登场。
由于前两轮比赛的对手强大，吴曦组织进攻的作用不明显。
上场比赛主力中后卫张琳芃开赛仅仅数分钟便受伤下场，并在

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检查。有消息称，他的伤是腰间盘和脊椎韧带
损伤，接下来将进行恢复调整。腰间盘的问题是张琳芃的老伤，
这些年来他是带着腰伤作战，有时甚至需要打封闭出战。韧带的
伤病没听他讲过，恢复起来需要时间，能否尽快康复是个未知数。
阿联酋沙迦是中国队6月份40强赛三连胜的地方，算是中

国队的海外福地，中国队选择了诺富特会展中心酒店作为大本
营。当地的体育官员表示，会帮助中国队联系热身对手。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上下午训练、今天上下午训练，
完成了假期后重新集结初期的调整，津门虎队本周的训练明
显“上量”，昨天下午球队安排了对外开放，主教练于根伟在训
练开始前也特别向全队强调，大家要从心理准备、精神状态、
身体调整等多方面适应接下来的备战。
昨天全天的训练，上午以体能与力量为主，下午技战术演

练比较多，由于上午练得比较“狠”，时间也比较长，为了保证
队伍休息，教练组还临时将下午的训练，从原计划的16:00推
迟到了16:30。赛会制比赛，实际上天津球迷能够见到津门虎
队的机会并不多，因而昨天的训练虽然严格意义上说是媒体
开放，但是主教练于根伟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将赶到奥体中心
体育场外场的球迷们也请进了场地，大家非常配合，训练期间
安静地观摩，训练结束后，则迟迟舍不得离开，等待队员们收
拾停当离开休息室，抓住机会与他们合影、请他们签名。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好人缘的外援马格诺说，最近队里安

排的训练很密集，每一名队员都知道要好好训练、跟上节奏，
主教练曾是非常优秀的球员，对每个细节都把握得很到位，训
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大家指导得也很具体，队里每个人都
希望，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后，下一阶段比赛球队能更有
竞争力、能有更好的表现。
在提到新伙伴维吉诺维奇的时候，马格诺、周通都说，通

过训练中的磨合，能够感觉到维吉诺维奇是一名足球素养比
较高的球员，训练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希望经过
与队伍的磨合，未来的比赛能够证明，他可以扮演好球队“中
场节拍器”的角色。
尽管每天只能通过视频与远在巴西的妻子进行联系、看看

出生后还没见过面的儿子，但是马格诺说，这已经可以让他感觉
安心，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说，职业生涯中到过不少国家和城市，
对天津的印象非常好，在这里生活也很愉快。同样是对天津的
喜爱、同样是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愉快，维吉诺维奇有不一样的
表达方式，这几天他正在拜托翻译吴佳帮他找结实的包装箱，要
把在天津发现好吃的，成批买好寄回荷兰，给家人、朋友分享。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凌晨，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
预选赛进行了多场比赛，强队纷纷取得了胜利。值得一提
的是，回到马竞的格列兹曼重新找回了状态，两粒进球帮助
法国队2：0击败了芬兰队。
法国队此前已经五轮不胜，欧洲杯之后陷入了低迷之中，主

帅德尚的帅位变得不确定起来。本轮对阵芬兰队，表现最抢眼
的居然是低迷许久的格列兹曼，在回到马竞之后，他似乎也找回
了状态。凭借着格列兹曼的两粒进球，法国队2：0取胜。
赛后最高兴的还是德尚，他表示球队的表现并非无可挑

剔，但球员们展示出了更坚定的决心。“我们的表现还算有水
准，而且多了些信心。在经历了两场平局后，这场胜利相当关
键，出线的主动权还掌握在我们手中。”
表现最抢眼的还是范加尔执教的荷兰队，主场对阵土耳

其队的比赛中，开场不到1分钟就由克拉森洞穿对手城池。
随后，德佩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也是他首次在国家队比赛中
打入三球。最终，荷兰队6：1取胜，目前积13分暂列G组头
名。不过荷兰队的出线竞争对手挪威队表现也不错，5：1击
败了直布罗陀队，哈兰德同样完成了“帽子戏法”。
C·罗目前已经回到了曼彻斯特备战英超联赛，他不在的情况

下，葡萄牙队依然3：0战胜了阿塞拜疆队，目前以2分优势领跑A
组。在F组的比赛中，丹麦队5：0大胜以色列队，目前取得了六连胜
的战绩。在欧洲杯上，丹麦队打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表现，这次世
预赛的表现充分证明，这支北欧劲旅的表现绝非只是依靠运气。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美网昨天展开1/4决赛争
夺，“津花”张帅/斯托瑟以6：2、6：3横扫10号种子多勒海德/
桑德斯，携手拿下九连胜，时隔三年再度闯入美网女双四强，
这也是二人生涯第三次跻身大满贯女双半决赛。
张帅/斯托瑟的磨合渐入佳境，二人状态越来越出色，几

乎没有给多勒海德/桑德斯机会，直落两盘挺进四强，追平了
张帅个人的美网女双最佳战绩。2018年，她与斯托瑟在连赢
四场后打入半决赛，只可惜输给了巴博斯/梅拉德诺维奇，未
能更进一步。斯托瑟此前曾五次打入美网女双半决赛，两次
晋级决赛，还在2005年拿到过冠军。
刚过完19岁生日的费尔南德斯以6：3、3：6、7：6（5）淘汰5

号种子斯维托丽娜，第二次参加美网便打进女单四强，成为继
塞古索（1984年）、安德莱斯库（2019年）后第3位打进美网四
强的加拿大球员，19岁零2天也让她成为2005年莎拉波娃之
后最年轻的美网4强球员。接下来，她将与2号种子萨巴伦卡
争夺决赛席位。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拳击项目决赛在陕西省榆林
市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拉开战幕，
比赛将一直持续到9月 21日，来自全国
35支队伍的 214 名运动员参赛，展开包
括男子8个级别、女子5个级别，总计13
个级别的较量。
开赛当天，组委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表示，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拳击比赛将以
“史上最严”模式举办，营造公开、公平、公
正的竞赛环境。
中国拳击协会竞赛负责人、技术代表

焦苏斌表示，中国拳击协会通过对以往全
运会及本次全运会资格赛组织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进行反复推演，力求精益求精，最终
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十四运长效机制”，将
技术官员、参赛人员等各方的工作流程规
范化、标准化。
“上届全运会发生赛风赛纪问题，我

们深感心痛。这次我们查漏补漏，把能
想到的漏洞尽量堵住。”焦苏斌表示，十
四运拳击比赛管理办法将是“历史上最
细致、最严格、最严谨”的，针对技术官
员、参赛人员、抽签流程、仲裁条例、申诉
细则等关键环节均出台了严格而详细的
管理办法。
此次全运会拳击比赛的首金要到9月

17日才会产生。

假期结束 津门虎“上量”

世预赛欧洲强队都赢球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
女排青年组决赛阶段昨天在陕西省商洛市
体育馆揭开战幕。循环赛首轮，天津青年
女排以3：1力擒劲旅上海队，赢得开门红，四
局比分为25：18、25：23、17：25和31：29。天
津青年女排今天将对阵老对手北京队。
本届全运会排球项目决赛阶段采用循

环赛赛制，8支参赛队先进行7轮循环赛，
循环赛排名前四的球队晋级四强，然后再
进行半决赛、决赛。受新冠疫情影响，津沪

两队已有一年多没有交锋过，所以本场比赛对
于双方来说是一场遭遇战。相比对手，天津队
此役更快进入状态，尤其是发球带动拦防，抓防
反机会得分的战术很奏效，赢下前两局。没有
退路的上海队第三局放手一搏，而两局在握的
天津队打得略显保守，被对手抓住机会以25：
17扳回一局。第四局双方竞争得格外激烈，
比分交替上升，整体配合更为默契的天津队
关键时刻再度展现出“大心脏”，以31：29赢
下制胜一局，从而以 3：1战胜实力不俗的

上海队，赢得球队本届全运会首胜。赛后，
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德认为首次踏上
全运会赛场的队员整体发挥得不错，“相比
成年队，青年队比赛起伏更大，加上这是我
们队在全国竞技水平最高舞台上的首战，
队员顶住压力，发挥出自身实力水平。尤其
第三局被对手扳回一局后，队员们快速调整，
第四局与上海队一拼到底，最后阶段比分胶
着时，那口气没有丢，而是全力去冲击对手，
赢下球队全运会首战。”

张帅挺进美网女双四强

天津棒球队提前一轮晋级四强

50岁射击老将书写传奇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第十四届全
运会跳水比赛进行到第三个比赛日，决出了
男女个人全能金牌，最终北京队的曹缘和东
道主选手林珊分别拔得头筹。
在男子全能十米台比赛中，山东选手

练俊杰以567.15分排名第一，北京队曹缘
532.55分排名第二，山东队台晓虎508.05
分第三。短暂的休息后，选手们又进入到
三米板争夺。曹缘和练俊杰以总分1000+
的分数分获男子全能冠亚军，而山西的李
政后来居上超越台晓虎，拿到铜牌。天津
选手曹李智和朱勇鑫位列第七、八名。
在昨天率先进行的女子全能项目争夺

中，陕西选手林珊凭借在十米台的平稳发
挥和在三米板出色的表现，为陕西队拿到
一枚宝贵的金牌。这也是继天津全运会陕
西选手司雅杰在该项目夺冠后，陕西选手
再次夺魁。广东选手王伟莹拿到亚军，北
京选手许一瑾名列第三。
作为陕西跳水界领军人物，本次比赛

司雅杰被寄予厚望。此前，她先后在世锦
赛、亚运会、全运会斩获金牌，里约奥运会
也获得银牌。陕西队在跳水女子全能项目
派出司雅杰与林珊的“双保险”，志在争
金。让人意外的是，赛前司雅杰突然宣布
退赛，让陕西跳水的“双保险”稍有松动，林
珊便肩负起陕军在女子全能比赛中冲击金
牌的重任。对此，陕西省游泳管理中心表
示“司雅杰受伤了”。
上午先进行的十米台比赛中，林珊发挥稳

定，排在北京选手许一瑾和广东选手王伟莹身
后，位列第三位，对这枚全能金牌始终保有冲
击的可能。在自己的主项三米板上，林珊
显得格外自信，第一跳便拿到72分。接下
来的四跳更是堪称完美，三米板比赛的五跳
平均分超过70分，让林珊超越许一瑾、王
伟莹，拿到女子全能这枚宝贵的金牌。

跳水决出男女全能金牌

全运会拳击项目决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