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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2021三秦之光

3：2逆转击败上海队
天津青年女排晋级决赛

现场直击

领衔奥运联合队轻松赢得女佩团体金牌

邵雅琦 双料冠军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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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9月17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
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比赛今天展开决赛争
夺，东京奥运冠军陈雨菲以21：18、21：15战胜
何冰娇，成功卫冕女单冠军，复制了她的浙江
前辈、羽坛名宿李玲蔚34年前的壮举，成为
继龚智超、李雪芮后第三位连夺奥运会和全
运会女单冠军的球员。

石宇奇21：9、21：13轻取江苏队友陆光
祖，夺得男单冠军。联合队陈清晨/贾一凡
21：11、21：19战胜湖北组合李茵晖/杜玥，夺
得女双冠军。王懿律/黄东萍22：20、15：21、
21：17力克郑思维/黄雅琼，继奥运会后再次
战胜对手夺得混双冠军。浙江组合周昊东/
王昶21：12、25：23击败联合组合李俊慧/刘
雨辰，夺得男双冠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45：24横扫上
海队，由天津姑娘邵雅琦领衔的奥运联合
队毫无悬念地夺得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
佩剑团体冠军。邵雅琦在本届全运会上
成为个人、团体“双料”冠军，创造了女子
佩剑全运会历史。铜牌争夺战中，由杨萧
畅、白欣玥、韩京津、孙禄迪出战的天津队
以24：45负于江苏队，获得第四名。
由邵雅琦、钱佳睿、郭怡琪、杨恒郁

组成的奥运联合队，以头号种子身份首轮
轮空，随后45：28北京、45：34江苏、45：24
上海，毫无悬念夺冠。“从来没有这么轻松
夺冠过，而且之前已经想到会赢，毕竟我们
是整体实力明显高于其他队，所以赢了也
挺平静的。不像昨天个人赛，带有悬念，所
以当时特别激动。”一届全运会上成为个
人、团体“双料”冠军，邵雅琦创造了全运会
女子佩剑历史。“之前没有想过自己会创造

历史，这份荣誉会激励我继续向更高的目
标发起冲击。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希
望能够一步步实现突破。”
外界看到的只是邵雅琦轻松再入一

金，看不到的是她脚踝伤病复发肿胀，缠着
厚厚的固定绷带带伤出战。“脚踝是老伤，
昨天打完个人赛就肿了。今天带伤上场，
咬牙坚持打决赛。”赛后，邵雅琦马上对脚
部进行冰敷。

柔道女子63公斤级 天津队再添一铜

石宇奇封王 陈雨菲卫冕

本报西安9月17日电（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勇）第十
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循环赛第二轮今天举行，
发、扣、拦、防全面发挥的天津女排3：0战胜保留实力的辽宁
女排，赢得球队本次比赛首胜，三局比分为25：20、25：21和
25：12。天津女排明天对阵实力不俗的山东女排。
此役，面对整体实力高出自己一筹的天津女排，辽宁女

排也是提早为接下来的比赛保留实力，三名主力队员，除二
传丁霞在后两局短暂登场之外，副攻颜妮、主攻刘晏含都未
出战。而尽遣主力出战的天津女排三局比赛全面压制对
手，尤其是发球有效冲击辽宁队的一传体系，本身一传实力
不高的她们整场比赛难以组织起高质量的进攻，拦防环节
跟不上天津队快速的进攻，天津队则是愈战愈勇，连胜三局
赢得球队本次比赛首胜。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球队此战整体发挥得不

错，而辽宁女排并未派全主力出战，所以队伍相对赢得轻
松，比赛中也轮换了部分队员，提前调整状态，为接下来的
比赛做好准备。他认为前两战首发出场的主攻小将王艺竹
因太想打好了，心态略显急躁，所以进攻上有所起伏，首次
参加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的王艺竹还需积极调整心
态，进攻要果断下手。他认为明天对阵山东女排，对于球队
来说要做好发接发环节，因为对手技术非常全面，没有明显
漏洞，这场交锋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津耀三秦

从冠军队员到金牌教练，从陷入低
谷到重返巅峰，九届全运会，贯穿着天津
佩剑队主教练宁宪奎的职业生涯。从当
年的青年才俊，到如今两鬓染霜，他为天
津佩剑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从第六届全运会开始，宁宪奎作为运

动员连续征战了四届全运会，在2001年
九运会男佩团体夺冠后，功成身退转型
成为女佩教练。2005年第十届全运会，
宁宪奎首次以主教练身份带队征战，“无
缝链接”开启了他的第五届全运会之
旅。那一届，女子佩剑首度入围全运会
大家庭，谭雪挑落首金。2009年全运
会，宁宪奎带领谭雪卫冕。那时候的天
津女佩，是天津击剑的王牌项目。
然而，随着谭雪等一批队员的退役，

天津女佩陷入了新老更替的阵痛中。

2013年全运会，队伍成绩出现滑坡。“那时
候特别失落，也非常不甘心，更不服输。处
于低谷时自己开始反思，是训练的问题？
还是管理的问题？一直在苦思冥想，到底
如何能够重整旗鼓。直到2017年全运会团
体获得铜牌，终于算是重新起步了。之后，
重点队员邵雅琦逐渐突出了。”
黎明前的黑暗最难熬，特别是对于曾

经在巅峰的天津女佩来说，突然的跌落低
谷，这份落差的确让人煎熬。好在，一切都
挺过来了。“这次不仅邵雅琦表现好，我们
整个队伍表现都不错。团体赛在邵雅琦不
在的情况下，由老将杨萧畅带着三名年轻
选手白欣玥、韩京津、孙禄迪打进四强，非
常不容易。”
“当运动员时，在全运会上只拿到团体

冠军，个人赛是亚军，个人赛无缘金牌一直

是我的遗憾。当教练后，队员接连夺冠，帮
我圆梦了。前几年队伍处于低谷时，我就
是不甘心。那时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在退
休之前再培养出全运会冠军。经过大家的
艰苦努力，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特别是在
时隔12年之后，我们又重夺冠军，并且是
双料冠军实现突破，真的非常欣慰，也重新
证明了自己。”
邵雅琦成为双料冠军，宁宪奎说，这将

极大推进天津击剑、大众击剑的发展。而
喜悦的时刻只留在领奖台上，宁宪奎说，走
下领奖台的一刻，一切就要从零开始了。
“队伍先放假休整，然后积极总结，开始规
划下届全运会。”四年一个周期，宁宪奎就
这样奋战在天津击剑的最前沿。他的击剑
人生，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苏娅辉

九朝元老仗剑闯关心不改

宁宪奎 终于拼得梦想再成真

唐婧：

没能拿下金牌非常遗憾
本报西安9月17日电（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女

排青年组决赛阶段半决赛今天展开，卫冕冠军天津青年女
排在先失两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2逆转战胜上
海青年女排，晋级明天与江苏青年女排的决赛，五局比分为
17：25、23：25、25：21、25：23和15：4。另一场半决赛，江苏
青年女排3：0战胜福建青年女排。
虽然之前曾在循环赛3：1战胜过上海青年女排，但对

手今天进入状态更快。比赛一开始，发球、一传、进攻、拦防
全面发挥，上海青年女排连胜两局。大比分落后的天津青
年女排及时调整，打出善于抓防反的技术特点，发、扣、拦、
防表现得更为出色，连扳两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
天津青年女排没有给上海青年女排机会，从开局阶段就连
续得分，一路领先以15：4的悬殊比分获得胜利。
天津青年女排主教练刘仁德认为，此战上海青年女排给

天津青年女排造成较大冲击，尤其是前两局上海青年女排发
挥得很出色，反观天津青年女排在这样极为不利的局面下，把
队伍顽强作风打出来了，尤其是决胜局没有给对手喘息的机
会，以较大分差赢下这场艰苦的比赛。他表示，决赛对阵整体
实力略占上风的江苏青年女排，球队应立足自身发挥，集中精
力把开局打好，全力地去冲击对手。

对手保留实力轮换阵容
天津女排零封辽宁取首胜

今天下午，天津田径队一行乘坐高铁抵达赛区入驻全
运村。这将是标枪名将马群第三次参加全运会，他期待着
能有个满意的结果。
5个人一套房间，马群特意选择了偏于一隅的小单

间。受过敏性鼻炎困扰，鼻子嗓子都极其不舒服，他不想影
响到队友。这将是马群的第三次全运会，从当年的“小不点
儿”，到如今男子标枪赛场上年龄第二大的选手，马群感慨
时间过得太快了。“太快了，之前根本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参
加三届全运会。第一次时我才19岁，还在青年队。当时通
过机动名额参赛，一共17人参赛，我是第16名。那时候特
别放松，完全没有想法，能参加已经非常开心了。第二次在
天津，家门口作战有压力，当时就是想去拼一枚奖牌，万一
运气好，没准就是冠军，最后获得银牌。这次年轻队员在冲
击我，我的危机感挺强的。都说不想拿冠军的运动员不是
好运动员，这次肯定是希望能够夺冠。但要看伤病控制情
况、这些天的调整以及临场发挥。”
今年5月份开始，马群的腿伤加重，目前已经打了四

次封闭，抽了四次积液。“两周去一次位于国家体育总局
的体育医院，周三刚刚去打了封闭，抽出了三管积液。医
生建议手术治疗，但只能等到全运会之后了。”以前，马群
经常听老队员说，特别想练，但是因为伤病真是练不动。
那时候，他还无法理解这份无奈。如今，他切身体会到
了。“真的是感同身受。”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耽误训练，
就想着咬牙坚持。
从当年的“小孩儿”，到如今已经成为“小孩儿的爹”，

马群的女儿到9月30日即将满一周岁了。22日即将踏上
赛场的他，期待着能够收获圆满，当做周岁礼送给女儿。
常年在外训练比赛，马群觉得亏欠家人太多。“我媳妇坐
月子时，我正好比赛结束，在家里陪着了。之后大多数时
间都是在队里通过视频联系。她真的不容易，带孩子就
没睡过一个整觉。特别感谢她和家人的支持，让我全身
心投入到备战中。”马群的妻子将带着孩子到西安来为他
加油，虽然可能无法进入赛场，但有最亲的人支持，马群
就有无限的动力。

本报记者 苏娅辉（本报西安9月17日电）

运动员们住的房间什么样？吃得怎么
样？床够长吗？今天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
全运村运动员村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本
报记者有幸走进运动员村，直观感受了运动
员们在这里的生活。

媒体村为全运村2期，运动员村为全运
村4期，中间隔着技术官员入住的全运村3
期。运动员村入口设置了严格的安检通
道，必须佩戴相应证件且保持全运通四码
全绿方可进入。全运村共分为南北两苑，
其中南苑20栋楼，北苑15栋楼，一共设置
8016个床位。17日之前已经有4500名运动
员完成入住，17日为入住高峰期，预计有
1600名田径和游泳运动员入住，总入住数
也将突破6000人。

跟随工作人员进入运动员村样板间，为
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可供4位运动员入住，其
中两间房为单人间，一间房为双人间。房间
内每个单人间都设置独立空调、晾衣架以及
全套洗漱、生活用品等，双人间配有独立卫生
间和衣帽间。阳台设有晾衣架和全自动洗衣
机。房间内的饮用水、餐巾纸、测温计、消毒
湿巾等一应俱全，此外还为港澳运动员配备
了转换插头。全运村手册以及温馨提示中内
容详尽，包含了运动员日常起居需求的解决
方案。房间内提供的床位两米长，对于篮球
等身材高大的运动员，特别提供了30厘米宽
的床位凳，以加长床位。

运动员食堂位于南北苑之间的商业街
上，一楼专门设有清真食堂。运动员餐厅不
仅按照运动员的需求进行了定点采买，更重
要的是细节上非常人性化，每道菜的热量、口
味、过敏原等方面都明确标注。运动员餐厅
全天超过18个小时开放，随时保证运动员的
餐饮需求。据悉，在马拉松比赛日，凌晨4时
餐厅就会开餐。因为运动员的饮食要求十分
严苛，所以诸多重口味的调味料都不能使
用。有些菜品甚至只用色拉油和些许盐进行
调味，口味上十分清淡。

村里的商业街十分繁华，居住服务中
心、志愿者之家、医院、运动员超市、大玩
家、纪念品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一
应俱全。而生活需求方面设置了邮局、京
东快递、剪发、足疗等一系列商铺。对于快
递问题，负责人解释主要是针对运动员向
家乡寄行李使用，此外如果有运动员忘了
带证件、文件等，可通过快递，在消杀点进
行全面消杀后方可送进运动员村，但这仅
限于刚需物品。
“大玩家超乐场”游戏厅是最受欢迎的

地方，里面的布置类似于大型游戏厅。抓娃
娃机、VR射击、投篮、赛车、打地鼠等，除了
抓娃娃机10元钱抓6次外，其他游戏全部免
费。这里也确实是运动员们缓解压力的好
去处。

运动员村的医疗保障也十分完备，日常
治疗各个科室基本全覆盖，呼吸机、除颤机、
心电图机、B超机等均配备，还设置心理诊疗
诊室，以帮助运动员进行心理疏导。从医院
运行至今，大概已经接诊了700名运动员。

村里环境优美，道路宽阔，运动员们可
以在此散步、锻炼，还有小轮车选手在路上
骑行。丰富多彩的生活，是运动员们紧张比
赛之外的最好调剂。
本报记者 苏娅辉（本报西安9月17日电）

名将马群期待 一“掷”圆满

设施齐全 吃住舒适

——全运会运动员村探营

本报韩城9月17日电（记者 申炜 摄
影 孙震）今天，第十四届全运会柔道项目
的比赛进入了第二比赛日。女子63公斤级
比赛中，唐婧为天津代表团增加一枚铜牌。

唐婧毫无疑问是天津柔道队的一个
重要夺金点，上届全运会比赛中，她就在
这个项目中夺得了金牌。在本届全运会
的前两轮比赛中，唐婧都以一本的优势轻
松取胜，显示出了很强的实力和极佳的竞
技状态。毫无疑问，唐婧就是这个项目实
力最强的运动员。

不过在半决赛对阵辽宁队苏畅的时
候，场上出现了争议一幕，唐婧的多次进
攻都没有被判得分。唐婧显得有些急躁，
被对手利用一个技有的优势击败，痛失杀
入决赛的机会。比赛结束后，唐婧站在场
上迟迟不愿意下场，对于这样的结果相当
失望。在季军争夺战
中，唐婧最终还是击
败了湖南队的刘晗，
获得了一枚铜牌。

在男子81公斤级
的比赛中，天津选手
朱玉玺同样闯入了铜

牌争夺战。不过来自山东的孙帅实力更
强，最终以一本优势击败了朱玉玺，后者
只能名列第五位。自从柔道比赛开赛以
来，天津队已经获得了3枚铜牌。
连续两天，天津柔道队都没有收获金

牌，这让全队都有些焦急。接下来，陈飞
将在女子78公斤级的比赛中出场，她曾经
在上届全运会夺得了女子70公斤级的金
牌。这一次能否为天津柔道队圆梦金牌，
值得期待。
内蒙古队成为了今天柔道比赛的最大

赢家，青达嘎、扎拉赛和布和毕力格分别获
得了男子73公斤级、男子81公斤级和男子
90公斤级的金牌。山东队则包揽了两枚女
子项目的金牌，杨俊霞和刘红岩分别获得
了女子63公斤级和女子70公斤级的冠军。

唐婧未能在本届全运会上再夺
金牌，不仅让外界意外，就连她自己
都非常遗憾。对于比赛中出现的争
议一幕，唐婧这样回应：“强大的不仅
仅是自己的身体，内心需要同样强
大才行。”

在女子63公斤级半决赛中，唐婧面
对苏畅占据着绝对的上风，而且始终很
积极，对手只能选择防守态势。在这种
情况下，场上裁判员的判罚决定了比赛

的最终结果。这样的判罚不仅
让天津柔道队方面难以接受，就
连全场观众都很意外。

对此，唐婧在比赛结束后显
得很平静，“比赛充满了各种因
素，所以需要强大自己。无论如
何，还是觉得非常遗憾，未能为
天津争下这枚金牌，对我来说的
确是相当遗憾的。”

在经历了判罚争议后，唐婧
在季军争夺战中恢复了冷静，最
终拿下了铜牌。对此，她表示：

“既然已经这样了，接下来还有比赛，不
能因为上一场影响自己的情绪，必须要
赢下这枚铜牌。”

从一名小队员到变成一名老将，唐
婧对于年龄的转变有很深的感悟：“小
时候参加比赛时没有负担，因为有老队
员顶着。长大了要成为天津队的旗帜，
需要扛起这面大旗。”

对于未来的道路，唐婧说：“无论
如何选择，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未
来的路还很长，相信自己会更好。也
希望天津柔道队越来越好，拿到更多
的金牌。”
本报记者 申炜（本报韩城9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