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西安9月15日电（记者 苏娅辉）今天进行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中，山西队“00后”小将苗婉茹以466.9
环夺冠，超过了意大利选手佩特拉2015年创造的464.7环的世界纪
录。而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手史梦瑶、陈东琦则双双无缘决赛。

资格赛阶段，史梦瑶和陈东琦分别打出1173环和1164环，分列
第18和第41位，双双出局。决赛中，八位选手需先使用跪姿、卧姿进
行射击，两种姿势各三组15次击发，最后进行立射。立姿阶段，选手
们打两组合计10发，随后淘汰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之后每一发淘
汰一位选手，直至决出冠军。在跪姿、卧姿结束后，苗婉茹已高居榜
首，傅宇甜和刘汝璇紧随其后。奖牌争夺战在三人之间展开。最
终，傅宇甜以451.6环收获铜牌，刘汝璇以462.2环获得银牌。苗婉茹
尽管最后一枪仅打出9.7环，但由于之前优势明显，以466.9环夺冠。

2000年出生的苗婉茹在13岁时开始进行射击训练，2015年进
入山西省队。此次是她首次进入女子50米步枪三姿全国比赛决
赛，夺冠成绩一举超越意大利选手佩特拉464.7环的世界纪录，比
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冠军成绩（由瑞士选手妮娜·克里森创造）高出3
环，甚至比张常鸿在东京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的夺冠
成绩466环高出0.9环。

本报西安9月15日电（记者 申炜）今天上午，第十四届全运
会足球女子成年组赛前新闻发布会在陕西省体育场召开。由于疫
情防控和球队备战需要，各队主帅和球员并没有出席本次发布
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联合队主帅水庆霞表示，希望通过全运会
比赛展现中国女足的形象。

据介绍，本届全运会女足项目的比赛共有联合队、北京队、陕
西队、山东队、辽宁队、江苏队、上海队和四川队八支球队参加，比
赛将于9月16日至25日在陕西省体育场及陕西省体育场副场进
行，全部赛程共计5轮18场。联合队由中国女足参加奥运会的班
底组成，主帅是水庆霞。

按照赛程，联合队首场比赛将对阵陕西队。值得一提的是，如
果联合队最终夺冠的话，那么队中来自天津的王珊珊、乌日古木拉
两名队员获得的金牌将被计入天津代表团。不过有些遗憾的是，由
于疫情防控和球队备战需要，各队主帅和球员并没有出席本次发布
会，水庆霞最终并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水
庆霞表示：“比比赛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平台再次展现中国女
足的形象，这件事很重要。”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失败之后，中国
女足姑娘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外界重拾对她们的信心。

中国女足未来的帅位，从目前来看还有一定的悬念。不过水
庆霞在本届全运会的带队成绩，将会是她在未来能否转正的重要
指标之一。对于水庆霞和中国女足来说，这次比赛都不容有失。

8 2021年9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温卉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2021三秦之光

津门虎队今日前往济南热身

女子50米步枪三姿
“00后”苗婉茹破世界纪录夺冠

现场直击

本报讯（记者 顾颖）今天上午，津门虎队从俱乐部驻地出发，乘坐
高铁前往济南，开始休赛期内的第一次热身赛之旅。中午抵达济南安
顿妥当后，球队下午在山东泰山队训练基地，与泰山U21青年队进行此
行的第一场热身赛，随后还有与武汉、山东泰山两队的比赛。
昨天中午，武汉队官方自媒体发布信息，队伍在收队之后经过10天

左右的恢复与针对性训练，已经于清晨时分奔赴济南，通过和天津津门
虎、山东泰山两队的热身赛，以赛代练备战10月进行的足协杯赛，并为
中超第二阶段征程打下基础。相比起来，津门虎队比武汉队收假更早
一些，最近几天，球队也在结合联赛第一阶段后半程的数据分析，分单
元给队员们展开相应的总结，包括昨天下午训练前，队里先开了分析
会，随后的训练内容，则结合会上涉及的问题进行安排。
主教练于根伟表示，详尽的数据能说明很多问题，一些环比占

优的数据，能够证明队员们在比赛过程中的努力和坚韧，但是一些
环比落后的数据，也证明了球队的短板所在，这些就是休赛期
内球队要重点加强的。昨天训练结束后，赵英杰在接受采访
时也提到了这一点，表示最近球队的训练，都是围绕着总结展
开的，比如防守方面的问题，就一直在强化，大家希望通过后

面的热身赛检验训练成果。
昨天下午津门虎队的训练对外开放，荷兰籍外援维吉诺维奇由于

是最后加入球队的，还没有打过正式比赛，所以一直被到场的球迷们重
点关注，包括定位球练习环节，他作为开球者之一，每一次出脚，大家都
看得非常认真。训练结束后，维吉诺维奇被球迷们围住“排队”合影，最
有趣的一幕是，一位球迷直接把他看起来也就一岁上下的儿子塞到维
吉诺维奇怀里，然后自己举起手机拍照，维吉诺维奇从接过孩子到冲着
镜头露出笑容都十分配合，只可惜小家伙一脸蒙，瞬间哇哇大哭。

本报西安9月15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
比赛将于17日在陕西延安开赛，此次天津队共10名队员出战，将
在男女团体、男女双打和女子单打上发起冲击。由于航班取消，天
津队一行乘坐15个小时火车于14日早晨5时多抵达。经过相关
防疫程序后，今天进入场地开启了一日双练的节奏。

由于13日和14日两天的航班全部取消，天津乒乓球队一行只
能临时改换火车出行，此时已无高铁票，只能乘坐K字头卧铺车，
13日下午2时多发车，14日清晨5时多抵达。如此长时间出行方
式，队员们已经很久不曾经历，旅途劳顿在所难免。抵达赛地后，
接受核酸检测、办理入住等手续，然后就是隔离观察。今天解封
后，球队在上午和晚上都安排了主馆适应场地训练。

据悉，此次天津队重点在女双，齐菲/刘炜珊有望冲击奖
牌。据女乒主教练李屹介绍：“这里是高原，球速很快，球比较
跳，队员们需要尽快适应。我们的重点项目是齐菲/刘炜珊的女
双，之前在天津备战时也是以此为重点。主要还是看临场发挥，
希望她们能够在全运会舞台上更好地展示自己，去冲击奥运会
主力们。”刘炜珊、齐菲、穆静毓、周倩婷、张恩润将出战女团，齐
菲还将出战女单。
天津队男团阵容为：韩企曜、高杨、王楷博、蒋世辉、李育光，男

双：高杨/王楷博。所有队员都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据男乒教
练田津晶介绍：“此次天津男团是所有参赛队中平均年龄最小的，
除高杨是第二次参加全运会外，其他选手都是第一次出战。这也
是第一次没有老队员带着参赛，就是这些年轻队员从预赛突围挺
进决赛阶段。我们就是立足于拼，争取在团体赛中出线。希望年
轻队员能够通过全运会这样的大赛充分锻炼自己。”

水庆霞表态 重树中国女足形象

津耀三秦

天津乒乓球队抵达赛地开练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击剑比赛将于16日在
天津蓟州体育训练中心开赛，天津队将率先在女子佩剑和男子佩
剑个人赛中亮相。结束奥运征程的天津选手邵雅琦，将在女佩个
人赛中向奖牌发起冲击。

按照全运会相关防疫要求，天津击剑队一行于9月1日前往天
津蓟州体育训练中心进行封闭训练。彼时，全运会击剑比赛地点
尚未正式确定。队伍做好两手准备：若在蓟州举行，正好提前适应
场地，踏踏实实准备比赛；若在陕西举行，则封闭训练之后出征赛
区。6日，随着比赛地点的正式确定，天津队迎来了“主场作战”的
机会。与以往全运会击剑比赛“先个人后团体”的设置不同，本届
赛事为“同剑种首日个人、次日团体”模式。
男、女佩剑个人赛是本届全运会击剑比赛率先开始的项目，其

中，邵雅琦、白欣玥、韩京津、杨萧畅将在女佩赛场亮相，男佩由王
光钊和田家旭出战。据天津佩剑队主教练宁宪奎介绍：“邵雅琦个
人赛代表天津出战，团体赛将与奥运选手联合组队，她的个人赛积
分不带入天津队团体。这种情况下，天津队其余选手要全力打好
个人赛，争取团体赛好的排位。团体赛共10支队伍，后4位需要打
争位赛争夺前8名资格。”

结束东京奥运会征程后，邵雅琦回到北京老山国家队训练基
地进行隔离，解封后回到天津队。据宁宪奎介绍：“我们总结了她
在奥运会发挥不理想的原因，就是太想赢了，高度紧张造成的。我
告诉她，过去了就别再想了。毕竟全运会和奥运会离得太近了，要
及时调整，集中精力准备全运会。这段时间，我们及时沟通、探讨
遇到的问题，帮助她树立自信心。”
女子佩剑一直是天津队的优势项目，谈及本届全运会目标，宁

宪奎表示：“金牌目标是保一争二，邵雅琦参加团体赛是奥运阵容
联合组队，正常情况下，这项比较稳。个人赛邵雅琦具备冲击奖牌
的实力，关键还是看临场发挥和调整能力，我们会全力以赴去冲
击，力争实现突破。”

天津佩剑选手今日蓟州亮剑

本报西安9月15日电（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将于明天揭开战幕。
天津女排在主教练王宝泉带领下，今天下午在比
赛场馆——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进行赛前踩
场训练。明天对阵老对手、卫冕冠军江苏女排，天
津女排全队已做好准备，力争战胜对手。

本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天津女排派出
主攻李盈莹、王艺竹、陈博雅、韩玥，副攻袁心玥、王媛
媛、王宁，二传姚迪、陈馨彤，接应杨艺、于鋆炜，自由人
孟子旋的参赛阵容。一个小时的赛前训练，全队也在

进一步适应比赛场馆，与前一天比，队员在进攻、防守等
技术训练中展现出更佳的状态，王宝泉也更侧重一传、发
球的训练。与实力强劲的江苏队对决，发接发环节尤其
关键，天津队要想赢下此战，不仅要用颇具攻击性的发球
冲击对手，而且自身一传体系不能出现较大波动。

王宝泉认为姚迪、李盈莹、袁心玥、王媛媛四名
国手与球队磨合得不错，接下来密集的赛程对于所
有参赛队都是一样的，天津队会立足于自身，把各个
技术环节做好，明天与江苏队为球迷们奉献一场精
彩的比赛。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前的那几天，西安奥体中心周
边夜景灯光秀进行全面调试，夜幕下的西安奥体中心流光
溢彩、美轮美奂，让整个城市活力十足。西安用实际行动证
明，一届大赛是可以改变一座城市的，如今，这座千年古都
重新焕发着光彩。
往届全运会，媒体记者们很愿意走出全运村，到城市的

每个角落去看看。这一次，由于疫情防控原因，全运村和赛
事场馆之间实行封闭管理，专车接送往返。即使这样，在路
上也完全可以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的变化，“长安大道沙为
堤，早风无尘雨无泥”的环境重新回到了这座古都。

记者们最熟悉的地方就是西安奥体中心的“一场两

馆”，包括6万个座位的体育场、1.8万个座位的体育馆和
4000个座位的游泳跳水馆。除了开、闭幕式，还承担着本届
全运会田径、体操、游泳、跳水等比赛任务。

从远处看，一朵硕大的“石榴花”在这座城市盛开。它
就是建筑形态取意自石榴花，并被命名为“长安花”的西安
奥体中心体育场。夜幕降临，灯光点亮，璀璨夺目。每当夜
晚乘车路过这里的时候，大量市民携家带口打卡点赞，想必
西安人的骄傲油然而生。
让人惊讶的是，两年多时间，西安奥体中心片区实现了

从无到有，一座新城在灞河岸边拔地而起，无论速度还是建
设规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往西安古都给人留下的

印象就是完整的城墙和拥堵的街道，但如今这里已经完全
不同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正在拔地而起。

在外地记者眼中，西安的现代化体育场馆惊艳亮相，交
通网络四通八达，山水绿道环抱城市，那么西安人的幸福感
有多强呢？在全运村的中央大道上，一名志愿者笑着告诉记
者，“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活在西安确实感觉很幸福。”
第十四届全运会的主题是“全民全运，同心同行”，西安

人的投入度和满意度才是本届大赛是否成功的关键。在全
运村，所有志愿者都会主动和记者打招呼，并且送上一个微
笑。乘坐大巴前往赛场的路上，也同样会有市民主动摇下
车窗挥手致意。对于这次大赛的强烈认可，是西安人如此

热情的所在。
西安对于本届体育盛会期望很高，不得不说，牵手全

运的确是一座城市的荣幸。记者抵达西安以来，这里的
天气和空气质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坐在车上，放
眼周围，选择健身的市民已经越来越多了。人民健康是
国家富强的标志，全民全运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次追
求幸福的行动。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有一座城市，它让

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令这座古都焕
发新颜，全运会的魅力莫过于此。

本报记者 申炜（本报西安9月15日电）

长安观花
“全运”增彩 古都新颜

女排青年组循环赛收官 3：2险胜福建队排名第二

天津队半决赛对阵上海队

本报西安9月15

日电（记者 梁斌 摄
影 崔跃勇）第十四届
全运会男子曲棍球决
赛阶段比赛今天在陕
西省西安体育学院新
校区曲棍球场揭开战
幕，位于A组的天津
队小组赛首战以3：0
战胜陕西队，赢得球
队本次赛事首胜。
虽然东道主陕西

队是一支年轻队伍，
但比赛过程中给天津
队造成一定冲击，上
半场双方都获得多次
破门机会，但均未把
握住。下半场，天津
队加强逼抢、提升攻
防速度，让陕西队在
节奏上很不适应，抓
住机会连得3分，以
3：0战胜对手。天津
曲棍球队主教练贾伟
认为全运会首场比赛
一般都不好打，队伍
整场比赛发挥出自身
水平，与其他强队相
比，天津队整体实力
上还存在一定差距，
本次比赛还是要看临
场发挥，力争取得更
理想的名次。

本报西安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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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结束循环赛第七轮争夺，天津青年女排3：2险胜福
建青年女排，以6胜1负积18分循环赛排名第二，半
决赛对阵上海青年女排，五局比分为13：25、25：23、
25：18、15：25和15：13。另一场半决赛，江苏青年女
排对阵福建青年女排。本次比赛明天休战一天。
天津队此战进入状态较慢，而福建队在进攻核心

庄宇珊带领下，发球、进攻、拦防技术环节全面发挥，
以较大优势赢下首局。随后两局，天津队明显增强发
球攻击性，提升拦防质量，以25：23和25：18连胜两
局。第四局，天津队有所松懈，福建队抓住机会以

25：15扳回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双方
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以抓防反机会见长的天津队
连得2分，以15：13惊险获胜。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
刘仁德认为球队此战在开局进入状态慢的情况下，积
极调整，与对手苦战五局，艰难获胜，队员展现出顽强
拼搏的作风，尤其是决胜局表现得非常好。同时，他
认为福建队是一支颇具实力和潜力的球队，整体技术
非常全面。对于后天与上海队的半决赛，刘仁德认为
相比循环赛，半决赛以及决赛才是真正的较量，球队
要着眼于自身各项技术环节的发挥，尤其是要把发球
和一传环节做好，摆低姿态去冲击对手，力争获得胜
利，晋级决赛。

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今开打

首战卫冕冠军 天津女排准备好了

男子曲棍球揭开战幕

天津队3：0战胜陕西队

■《一马换三羊》第
3—5集 因为见义勇为、
勇斗歹徒的光荣事迹，大
为成了街上的大名人。
他刚到水泥厂报到，厂长
就告诉他火柴厂邀请他
去作报告。厂长非常骄
傲，给大为一天的时间去
写演讲稿。大为回家写
稿子，志军也回到家中。
他告诉大为，高波的自行
车票卡在梁局长那里。
梁局长有个心病，那就是
他儿子的终身大事……

天视2套 18:25

■《梅花儿香》第
38、39集 赵爽再次苦苦
哀求程有信希望回到他
身边，程有信拒绝赵爽毅
然离去，极端自私的赵爽
不能看着自己得不到的
男人被他人得到。梅花
和程有信决定排除一切
干扰去迎接他们新的生
活，却怎么也没想到危险
在一步步向他们逼近。
赵爽突然拿着匕首出现
在梅花和程有信面前，挥
刀冲向梅花……喝下农
药的吴毅也开车撞向梅
花和程有信……

天视4套 21:00

■《鱼龙百戏》本期
展演的公益演出团成员，
将进行本工展示、才艺展
示或知识问答两轮表
演。他们分别是来自山
东济南的单弦演员禚冠
志、快板书演员冯芮以及
来自天津的白派京韵大
鼓演员杨悦。坐镇现场
的监考官是河南坠子名
家张楷和评书名家张怡。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今天
案件的原告一家是这样
的情况：怀孕的妻子做了
产检之后到一家医院保
胎，本来一切都在往好的
方向发展，可是，一天护
士急急忙忙跑过来，说出
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一
惊，这位孕妇吃错药了。

天视6套 18:00

■《爱情保卫战》小游
是海员，与妻子小张聚少
离多，随着孩子的出生矛
盾也在增多。小游觉得既
然选择生孩子，就要负起
责任，希望自己在外打
拼，妻子可以放下事业陪
伴孩子成长。小张觉得
自己为这个家的付出没有
换回尊重，这样的生活太
煎熬。情感专家阎品红表
示，婚姻需要经营，真的想
过好日子不是结了婚、生
了孩子就完事儿了，而是
要用心，要彼此珍惜，各自
收敛一点自己的私心，多
为对方付出，才能风调雨
顺地过下去。

天津卫视 22:00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一马换
三羊（3—5）20:45 鱼龙
百戏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爸爸别
走（11—13）19:20剧场：
铁血茶城(18—21)22:15
剧场:爱国者(29、30)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梅花儿
香（38、39）

天视5套（106）

19:30 直播:全运赛场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20:20 多派玩儿动
画《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