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10米气步枪张常鸿绝胜杨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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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2021三秦之光
天津青年女排3：0战胜陕西青年女排

青年组四强全部产生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梁斌 摄
影 谢晨）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
段比赛将于16日在陕西省西北工业大学翱
翔体育馆揭开战幕，天津女排在主教练王宝
泉带领下，今天下午首次来到这个现代化的
比赛场馆进行训练。

天津女排今天先是在全运会比赛场馆
训练馆进行一个小时训练，训练以扣球、防
守单项技术为主。之后进入全运会比赛场
馆进行训练，训练以技战术磨合为主。西北
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顶部采光好，白天比赛
很通透。天津女排一个小时的训练被安排
得非常紧凑，队员们通过分组对抗，加强阵
容磨合，提升配合默契度。首次来到这座美
观、独特的排球比赛馆，天津女排队员们也
是一片赞叹。通过首次训练，虽然对这座比
赛场馆不是很适应，但王宝泉认为比赛场地
对所有参赛队都是一样的，球队明天下午还
有一次开赛前的场地适应性训练，所以要尽
快适应这块场地的光线，在后排接一传、二
传组织传球等环节要细致处理。天津女排
队长、二传姚迪认为这个比赛场馆白天比较
亮，有些晃眼，虽然球队在这块场地训练时
间不长，但大家会更多地去专注自身的技战
术配合。

训练中，姚迪、李盈莹、王媛媛、袁心玥四
名国手展现出不错的状态。王宝泉认为队伍
通过之前在津备战，状态处于上升期，赛前进
入比赛场馆各队训练的时长都一样，所以不
必纠结，还应把队伍注意力引导到比赛中

来。16日，天津女排将在循环赛首轮对阵卫
冕冠军江苏女排，这场强强对决，必然会火花
四溅。所以，天津女排抵达赛区后，除了训练
之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如何打好这场
比赛，江苏女排拥有张常宁、龚翔宇、刁琳宇

等多名国手，在名帅蔡斌精心调教下，队伍整
体进攻速度更快、配合更为默契，是本届比赛
冠军有力争夺者。这场津苏之战无疑是本届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循环赛首轮的焦
点之战。

“天女”全运场馆首练

本报讯（记者 赵睿）中国队训练重启后，队长吴曦表
示，会通过训练尽快解决问题。中国队新闻官透露，中国
足协正在积极推动中国队打高质量热身赛，与很多队伍
取得了联系，尽快敲定热身赛事宜。

中国队训练安排在当地时间晚8时开始，吴曦介
绍说：“相比之前40强赛时，沙迦现在没有那么热，球
员们会适应一些。李铁指导说要在训练方面上量，
我们会认真准备比赛，尽快解决问题，通过训练去提
高，所有队员都会全力以赴。”越南队宣称欲战胜中
国队，中国队更不容有失，对此吴曦表示：“踢越南队
前我们要先做好自己，按照教练组的要求，先做好平
时的训练。”

吴曦透露：“张琳芃这两天还没有完全恢复，未来几
天会有更好的进展。”按照韧带拉伤治疗康复的周期推
算，张琳芃恢复起来至少需要两周，从受伤之日算起已过
去一周，也就是说再有一周左右时间他就可以正常训练
了。作为中国队后防线国际大赛经验最丰富的队员，张
琳芃的及时康复对队伍的稳定有帮助。

中国队沙迦集训期间，计划在9月下旬进行3到4场
热身赛。新闻官车恒智作了情况介绍：“我们希望约到比
较好的热身赛对手，中国足协正在积极地推动这方面的
工作，我们和很多队伍已取得了联系。当然，疫情防控期
间存在很大的变数，但我们会努力克服困难，希望未来能
够约到高质量的热身赛。”据悉，已有较为合适的球队表
示了与中国队热身的意向，能否敲定还要看细节问题的
落实，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方面不能大意。

本报讯（记者 李蓓）昨天，第十四届全
运会跳水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广
东队的陈艺文在女子3米板决赛中收获冠
军，东京奥运会亚军王涵再次遗憾捧银；而
男子10米台上，同为东京奥运会亚军的杨
健则抓住曹缘缺席的机会，在高手云集的
争夺中勇夺该项目冠军。

东京奥运会男子10米台冠军曹缘因
伤缺席了上半年的全国冠军赛，而冠军赛
除了是奥运选拔赛之外，还是全运会资格
赛，所以曹缘不参加本届全运会单人10米
台争夺。在昨晚的比赛中，陈艾森和练俊
杰在最后一跳中都敢打敢拼，分别拿下
100.80和110.70的超高分，给杨健施加了
很大的压力，好在他最终顶住压力在最后
一跳同样拿到了110.70的分数，一举拿下
这枚含金量超高的金牌。上岸后，杨健也
是百感交集，和教练久久拥抱在一起。出
生于2000年的练俊杰排名第二，里约奥运
双金王陈艾森拿到第三。天津选手杨凌在
前4跳中3跳都跳出了90+的高分，原本有
机会站上领奖台，可惜最后一跳起跳高度
稍欠，最终仅获得第五名，另一位天津选手
黄子淦获得第九名。

13日，重庆体育代表团宣布，东京奥
运会女子3米板双料冠军施廷懋在9月10
日和王涵配对参加双人3米跳板比赛时受
伤，虽然两人组成的“奥运联合队”无悬念
获得了金牌，但是腰部受伤的施廷懋无法
参加随后的比赛，无奈之下只得退出昨天
的女子3米板单人项目比赛。施廷懋的缺
席为3米板单人比赛的结果带来了变数，
夺冠的头号热门变成了河北队的王涵。然
而，比赛结果对于王涵来说有些残酷，不是
她在比赛中发挥得不好，她在5跳动作中
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只能说陈艺文的表
现更加出色，无可挑剔。经过五轮对决，最
终奥运亚军王涵在与世锦赛冠军陈艺文的
对决中败北，再次遗憾获银。而全红婵的
师姐、同样是从湛江体校中走出的22岁选
手陈艺文，则以370.05分的成绩夺冠，这是
陈艺文在此次全运会的第二金，早些时候
她还搭档师妹全红婵为广东队拿到了女子
团体的金牌。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申炜）第十四届全运会
明天将在西安拉开帷幕，今天举行了开幕式前的新闻发
布会。在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表示，本届全运
会在项目设置上全面对接巴黎奥运会，增设了东京奥运
会和巴黎奥运会新增的多个项目，提早布局巴黎奥运会
备战。

提前布局巴黎奥运会备战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在项目设置上全面对接巴黎奥
运会，共设置了35个大项，410个小项。囊括了东京奥运
会的比赛项目，增设了巴黎奥运会新增的滑板、攀岩、冲
浪、街舞等项目。跳水、体操等优势项目增设小年龄组，
为选拔奥运适龄人才打下基础。

针对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本届全运会还
创新调整了竞赛规程。例如水球项目，根据规则，比赛共
分4节，每节时长8分钟。为了提高运动员的游动能力和
专项体能，全运会水球项目第三节、第四节比赛时间分别
增加至9分钟和10分钟，以此引导队伍重视体能训练，增
强比赛最后阶段的体能。

由于东京奥运会结束距离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只有
38天时间，为保持国家队运动员训练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获得东京奥运会决赛资格的运动员（队）可直接获得
第十四届全运会同一小项决赛资格，东京奥运会2人及
以上组合可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继续组合参加同一小项比
赛，引导各参赛单位同向发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本届全运会，除了继续开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外，在
竞技体育项目中参赛主体同样更加多元化。本届全运会
上，除了传统的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及行业体协外，北
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都派出了队伍参加比赛，还有
个人身份运动员参赛。

福建疫情对于全运会影响较低

在发布会上，陕西卫健委官员表示，鉴于所有参赛
运动员自8月6日起封闭管理、技术官员到会前7天居
家封闭管理，第十四届全运会疫情防控专家组认为，当
前福建省的疫情对第十四届全运会如期、安全、顺利举
行影响较低。

为了严防疫情风险，除了及时进行社会面管控外，还
对所有第十四届全运会人员排查自8月26日以来福建省
旅居史。目前身在福建省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人员，由省
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提供无风险评估和封闭管理证明后
方可来陕。

抵达陕西之后，对涉及福建省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人
员进行双采双检，未知结果前不允许出屋活动，每天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目前，陕闽已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将及时
通报相关信息。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
十四届全运会射击比赛今天展开女子10米
气手枪争夺，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季军、上海
选手姜冉馨以239.6环获得亚军，她的队友
17岁的沈奕瑶以241.9环夺冠，浙江选手卢
恺曼以217.2环摘铜。两位前奥运冠军郭文
珺和张梦雪，均在资格赛遭淘汰。

本届全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比赛，郭
文珺、张梦雪和姜冉馨（混合团体冠军）三
名奥运冠军均出战。然而，期待中的新老

奥运冠军对决在资格赛阶段已经分出高
下。郭文珺和张梦雪 60 发同时打出 574
环，分列第16和第18无缘决赛，姜冉馨打
出579环晋级。决赛前两组打完，姜冉馨
以 102.9 环位列第一，领先第二名冯昱宁
2.1环。沈奕瑶打出100.3环排名第三。然
而，姜冉馨此后状态出现波动，接连打出
8.7 环、8.3 环、8.8 环，引起现场阵阵惊呼
声。沈奕瑶则越战越勇，不断缩小与姜冉
馨的差距，最终上演逆转好戏。

年仅17岁的沈奕瑶说：“大家都比我厉
害，我先把动作打出来，把自己的爽气打出
来。我要力争上游，希望站上世界领奖
台。”遭逆转的姜冉馨直言不甘心：“自己脑
子里的东西没放下，思想有波动，包括动作
上波动比较大，感觉差一口气顶着，这也是
自己需要磨炼的地方。”赛后，在运动员休
息区相遇时，作为东京奥运会搭档的庞伟
安慰“大侄女”姜冉馨。二人的同框，也引
得周围人纷纷上前合影。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
十四届全运会射击比赛今天展开男子10米
气手枪团体决赛，35岁的老将庞伟率领河北
队以16：14险胜福建队，用团体冠军弥补了
个人赛资格赛意外出局的遗憾。他透露，将
在全运会结束后退役。“希望能看到更多的
年轻运动员扛起大旗，只有年轻人成长起
来，中国射击才会有未来更多辉煌。”

东京奥运会上，庞伟搭档姜冉馨拿下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金牌，个人夺得男子
10米气手枪铜牌。来到全运会的赛场，庞
伟在个人赛中无缘决赛，他及时调整将精
力投入到团体赛中。第一阶段，庞伟打出
579环，队友张杰和胡鹏琦分别打出582环
和574环，河北队1735环排名第二。个人
赛亚军张博文领衔山东队以1741环占据
第一。第二阶段，庞伟两组命中188环，胡
鹏琦189环，张杰194环，河北队571环排
名第二，进入金牌战，与排名第一的福建队
竞争冠军。山东队以570环位列第四，只
能与四川队争夺铜牌。

决赛中，河北队一度以10：4领先，福
建队追至10：10。河北队拉大至14：10，福
建队再度追平。河北队顶住压力，赢下决
定胜负的关键轮次，以16：14锁定胜局。
山东队以16：10击败四川队，获得铜牌。
“我打得太艰难了，打完奥运会就想休

息。作为一名老运动员，伤病比较多，备战
过程很艰难，今天拿到冠军对省里、国家以
及我们的项目都有一个交代。”2016年里
约奥运会后，庞伟就已经过上了“半退役”
的生活。因为国家队的需要，他在2019年
重返赛场。东京奥运会上，他已经说过，这
将是他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如今结束全运
会征程后，他终于要和自己的运动员生涯
说再见了。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梁斌）第十
四届全运会女排青年组决赛阶段今天在陕西
省商洛市体育馆结束循环赛第六轮争夺，天
津青年女排3：0战胜陕西青年女排，赢得球
队在本届赛事上的第五场胜利，继续排名循
环赛第三，三局比分为25：23、25：14、25：14。
今天本届赛事四强全部产生，上海青年女排
3：1战胜北京青年女排，与江苏队、福建队、
天津队一同晋级四强。

虽然东道主陕西青年女排实力不是
很强，但在今天首局比赛中表现得很顽
强，一度与天津青年女排战至 23平，只是
后者凭借更为丰富的比赛经验，抓住机会
连得 2分以 25：23 赢下首局。随后两局，
整体实力占优的天津青年女排在发球、一
传、进攻、拦网、防守等环节全面压制对
手，以25：14的相同比分又连胜两局，赢得
球队第五胜。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

德认为球队此战进入状态有些慢，而陕西
队借助主场优势，进入状态更快，首局给
球队造成很大压力，好在队伍及时调整，
发球、进攻等环节发挥得不错，以明显优
势赢得随后两局。
明天循环赛最后一轮，天津青年女排对

阵福建青年女排，江苏青年女排对阵上海青
年女排，这两场比赛将决定循环赛前四名最
终排位。

17岁小将力压多位奥运冠军摘金

陈艺文女子3米板夺冠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苏娅辉）
第十四届全运会射击比赛今天展开男子10

米气步枪决赛，“00后”东京奥运会冠军、山东
选手张常鸿通过单发决胜，绝杀该项目东京奥运会

季军、河北选手杨皓然，一举夺得冠军。
昨天进行的全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

东京奥运会冠军杨皓然/杨倩刚刚夺冠。今天，杨皓然
向着个人10米气步枪金牌发起冲击。资格赛杨皓然
表现平稳，以632.7环排名第2进入决赛。东京奥运会
步枪三姿冠军张常鸿以631.3环排名第4晋级。奥运
亚军盛李豪以628.7环位列第11遭淘汰。

决赛分两个阶段，前10发子弹分为两组，每组5
发，150秒内完成。剩余14发听指令在50秒内完成单
发。从第12发开始，每2发淘汰一名总分最低的选手，
直到第24发后决出冠亚军。如果同分，将进行一发或
多发附加赛决定名次。

果不其然，随着比赛的深入进行，最终成为张常鸿
和杨皓然的“神仙打架”。分列F位和G位的二人紧密
相邻，张常鸿一路领先。第21发和第22发，杨皓然打
出10.7环和10.1环，张常鸿出现失误打出9.2环，虽然
又打出10.5环，但还是被杨皓然反超。最后2发，杨皓
然打出10.3环和10.9环，张常鸿命中10.8环和10.7环，
两人总成绩均为254.2环。通过单发决胜，张常鸿10.7
环，杨皓然10.5环，最终张常鸿夺冠。

赛后，杨皓然和张常鸿亲密相拥，并与获得季军的
辽宁选手刘柏辰并排合影，三人脸上都露出笑容。虽
然冲金未果，但看不出杨皓然的失意。由于还要准备
团体赛，匆匆走过混采区时，他未作停留，而是双手合
十微微点头向守候的记者致意。

全运会全面接轨奥运会

发布厅

国足高质量热身赛有眉目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申炜）第十四届全运
会成年女足决赛阶段的比赛即将在西安打响，以中国
女足为班底的联合队也将正式亮相。明天上午，新帅
水庆霞将参加赛前发布会，这也是她首次出现在公众
面前。

从联合队的名单来看，基本上还是参加东京奥运会
的阵容，唯一的变化就是钟秀东替换了受伤的陈巧珠。
上海队主帅水庆霞将负责指挥本届全运会的比赛，此前
她已经走马上任，率领球队训练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人
事调整也意味着，贾秀全已经正式离开了球队。

有消息显示，中国足协此前和贾秀全敲定的合同在
9月30日结束。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此之前，贾秀全仍是
中国女足主教练。而截至目前，他也并没有提出辞职。
不过此次全运会上，贾秀全已经挥手告别球队。

目前，中国足协在女足工作上的重点都是在第十四
届全运会的比赛，分管女足的足协副主席孙雯已经抵达
西安。这次比赛中，联合队的压力极大，因为球队必须要
完成夺冠的任务。

目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正在阿联酋沙迦督战国
足，暂时无法顾及女足的选帅工作。有消息说，中国足协
正在物色女足新帅的人选。对于水庆霞来说，如果她在
本届全运会的执教让人满意的话，不排除她未来可以正
式转正。本届全运会，对于水庆霞来说，既是压力，又是
一次不错的机遇。

水庆霞将率领女足联合队亮相

现场直击

津耀三秦

高光人物

庞伟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