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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75公斤以上级豪取一金一铜

天津空手道 神勇“双响炮”

现场直击

津耀三秦

天津体育代表团

慰问运动员教练员

仿佛命运早有安排，12年前，初学
空手道的刘帅第一次参赛就是在西
安。此刻，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在第十
四届全运会空手道男子75公斤以上级赛
场上，他怀着“上场要么打，要么死”的初
心，终圆冠军梦，也弥补了4年前获得铜
牌的遗憾。

半决赛对阵山西陈晓东时，葛聚兴
的护脚突然出现问题，一旁候场的刘帅
迅速跑出去给队友拿鞋送鞋。“我们就
是一个整体，是团队，他的事就是我的
事。第一场我状态不太好，后面在逐渐
调整。半决赛我队友输了时，我就有点
儿坐不住了。一个级别就两个人，再输
就没了。在家练得再好，没有成绩也没
用，天津不能输！心气往上顶，不让自己
犯错误，多进攻，猛一点。”决赛对阵陈晓
东，在0：1落后的情况下，刘帅以2：1上演
逆转好戏。“和他打了4次，只输过一次，
而且有过0：2落后逆转回来的，所以我
坚信自己一定能赢。我丢一分照样能赢

回来！”
候场时，刘帅和教练蔡海花拥抱，教

练拍他的背，捧住他的脸给他鼓劲。“上场
之前教练和我说，你最早练空手道时的初
心是什么？你今天就按照初心打。2009年
我刚练一个月就打比赛，同样是在西安。
当时教练和我说，你上去要么打，要么死，
你选择打还是死？我就选择打！教练说
稳点打，对手早晚露出破绽。我做到了，
抓住了他的防守漏洞。最后48秒，我就是
在拼体能，加快速度和节奏，迫使对手犯
错误。我在家练得非常好，我练得比你
狠，我必须得赢你！”

从上届铜牌，到此刻金牌，刘帅完
美“升级”。他为自己感到自豪的同时，
说得最多的是感谢，尤其是自己教练。
“从疫情以来，教练一直在队里陪着我
们没离开过，每天宿舍、训练场、食堂三

点一线。真的太辛苦了！ ”刘帅在现场
“圈粉”无数，观众纷纷为他加油助威，赛
后要签名，工作人员过来合影。现场一位
家长说，孩子特别喜欢练体育。刘帅摘下
自己的道服腰带送给对方，并鼓励小朋友
要继续坚持。

这枚金牌浸润着汗水，还有伤痕和鲜
血。“上个月的封闭训练期间强度对抗，一人
与多人轮番对抗，体能达到极限，稍一走神，
被师弟一个横踢踢掉了一颗门牙。牙龈裂开
了，缝了5针，之后又打麻药治牙，一天两次手
术。4年的坚持有血有汗，一切都值了。别说
是一颗牙，掉一口牙都值了。”刘帅拿下了那
颗假牙向记者展示，性格开朗的他甚至开玩
笑称：“我就坚信自己能夺冠，照相得好看点
儿，不能没牙啊。”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

天津选手刘帅（左）和葛聚兴分获空手道男子75公斤以上级项目金牌和铜牌。

今天，第十四届全运会柔道项目进行
了最后一项比赛。在混合团体的首轮比赛
中，天津队3：4不敌山东队，结束了本届全
运会的征程。总教练赵治山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天津队的表现有喜有忧，既有惊喜
也有遗憾，回去之后需要好好总结。”

谈到天津柔道队的表现，赵治山认为：
“有喜有忧，喜的是通过这次比赛出了一批
新人。李瑞轩和李瑞豪这对兄弟都是1998年
出生的，比他们的对手要小十几岁，未来可
期，这个项目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赵治山说：“在女子项目上，自从佟文
退役以后，大级别基本上人才断档了。通过
这次比赛，贾春迪让人眼前一亮，她在经验
上可能还欠缺一些。作为柔道教练，我认为
这三名运动员都是难得的‘宝贝’。”

至于遗憾的方面，赵治山表示：“陈飞
其实是可以夺冠的 ，她发挥得很好，不过
还是有一些谨慎。老队员的最后一战，其实
都是怕输掉比赛，不允许自己出现失误。她
之前也是入围了备战奥运会的阵容，伤病
比较多，也是拼尽了全力。”

这次全运会比赛，判罚尺度不统一的

问题也让天津柔道队很受伤。赵治山说：
“唐婧在半决赛中输掉的那场比赛，对方
多次脱手却不处罚，导致运动员掌握不好
尺度。贾春迪和江苏队的徐仕妍的比赛
中，对方居然出现手机掉在场上的情况，
要知道国际规则是不允许有金属品在身
上的。”

赵治山表示，“通过这次比赛，队员们
在抗干扰能力上也需要加强，复杂的环境
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因为到了国
际赛场困难会更多。以前佟文总是不太适
应，后来她在国际大赛中非常坚强，这也
是锻炼的结果。”

和上届全运会相比，这次天津队只获得
了一银五铜的成绩。这些天的比赛过程中，
教练团队的工作会议经常开的很晚，不仅仅
是盘点比赛，还在反思训练和管理都有哪些
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更多的还是对未来发展
的谋划。

通过这次全运会比赛，天津柔道队内
部也达成了共识，不会因为一两枚金牌的丢
失而丧失信心，因为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奥运
会冠军。事实上让陈飞从70公斤级改成78公

斤级，也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中国柔道的优势项
目，显然是希望在奥运会上取得突破。
赵治山说：“未来我们的工作重点会向加

强培养年轻队员转移，现在天津柔道队是一
支有朝气的团队，未来会更好。”

本报记者 申炜 摄影 孙震

（本报韩城9月19日电）

新人展现实力 期待未来突破

——访天津柔道队总教练赵治山

赵治山和弟子陈飞在颁奖仪式上。

本报韩城9月19日电（记者 申炜）对
于天津柔道队来说，李瑞轩和李瑞豪这对
双胞胎兄弟同时登上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的领奖台，无疑是最好的安慰。兄弟两人
也立下了誓言，未来两个人要一起出现在
大赛的决赛舞台上。

李瑞轩和李瑞豪来到天津的时候，只
有12岁，在天津柔道队这个大家庭中，两
个人不断成长。从最初的陪练，到现在为
天津男柔取得历史性突破，一路走来，背

后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和教练团队对于他
们的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在男子100公斤以上级的铜牌争夺战
中，李瑞豪率先赢得了比赛，不过他并没有
离开，而是关注着场上另外一侧哥哥李瑞
轩的比赛。对于这对兄弟的表现，赵治山
说：“未来男子大级别是属于他们的，因为
他们在这个年龄就已经有所建树了。”

相比于活泼的李瑞豪，哥哥李瑞轩则
沉稳了许多，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说：“通过

这次比赛发现了不足，未来也有了继续努力的
动力。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一次全运会，希
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赛锻炼机会。”

对于这对兄弟来说，早就有藏在心里的
梦想。李瑞轩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一起出
现在冠亚军的决赛中，先投入比赛然后互相
拥抱，这就是最美好的梦想，当然也是希望为
天津柔道队争光。”

本届全运会，兄弟两人都拿到了铜牌。
李瑞豪则严肃地表态：“希望未来可以为天
津柔道作出贡献，从我做起。这届我们拿到
了铜牌，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下届比赛的
目标就是引领小队员拿到更好的成绩。”

双胞胎兄弟瞄准新目标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记者 申炜）今
天，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项目开赛。在备受
关注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东京
奥运会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汪顺以4
分12秒76夺得金牌，从而实现了该项目的
三连冠，这也是他在全运会上拿到的第十枚
金牌。

自从2011年全国锦标赛以来，长达10年
的时间里，汪顺在国内的男子个人混合泳项
目上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在东京奥运会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中，汪顺游出了4
分10秒63的好成绩，不过由于各国选手发挥
出色，并没有进入最终的决赛。

在全运会的这场决赛中，汪顺一直被山
东小将刘宗毓紧紧追赶，不过他还是始终保
持着领先，尤其在蛙泳项目上优势比较明
显。最终，汪顺以4分12秒76的成绩夺冠，
从而实现了该项目的三连冠，这也是他在全
运会上拿到的第十枚金牌。天津选手安家
葆后程发力，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

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山东小将
季新杰以3分47秒 05的成绩夺冠，天津选
手王浩瀚则名列第6位。

津鲁雨中热身0:0战平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前天，在济南
集训、热身的天津津门虎队，都赶上了降雨天
气，原定昨天下午与山东泰山队的热身赛，因
为担心届时雨势过大，双方在前天晚上临时
沟通，改在昨天10:45进行热身，即便如此，还
是没能躲过大雨，一场“水战”，下半时一度雨
大到“快看不见球”，两队最终0:0战平。

和第一场与山东泰山U21青年队的比
赛安排一样，津门虎队在昨天上午的比赛
中，也是上下半场两套完全不同的阵容出
战，从场面上看，还是泰山队占据上风，无论
是控球时间，还是门前制造出的机会，都从
数据上优于津门虎队。不过一方面泰山队
是目前中超排名第一的球队，津门虎队在人
员能力上与他们有明显的差距；另一方面，
最终0:0的比分，也反映出津门虎队近期一直
在细化和强化的防守，至少在本场比赛中，
表现得还不错。

另外，和第一场热身赛时一样，津门虎
队在中场休息时加练了点球，赛后不仅继续
加练点球，还增加了一组8分钟的折返跑练
习。和队友们一起踢了两场热身赛的荷兰
籍外援维吉诺维奇，本次济南之行场上、场
下都表现得比较活跃，可见这样的出行和比
赛机会，能够带给他更多的融入感。

在返回酒店午餐、收拾停当后，津门虎
队一行乘坐下午的高铁返回天津，今天、明
天，球队放中秋假，22日重新集中，24日再出
发，前往上海与申花队进行两场热身赛。本
次出发前往济南热身前，津门虎队的教练、
队员们已经在餐厅集体吃过俱乐部定制的、
印有球队LOGO的月饼，昨天回程临分手，
大家也提前互道节日快乐。

刘帅：抱定信念 搏命拼金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记者 苏娅辉 摄
影 崔跃勇）“14年，不容易！”比赛结束后，
天津空手道队主教练蔡海花声音哽咽，眼
中噙泪。在今天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
空手道男子75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天津选
手刘帅夺金、葛聚兴摘铜，哥儿俩“双响
炮”，一扫天津举摔柔跆拳空中心近来无金
的阴霾。
“上届全运会铜牌，很遗憾。这次圆梦

了。队员们表现太棒了，顶住了压力。落后
时也紧张，但相信他能赢。整整14年，天津
空手道终于夺冠了。”这些年，蔡海花一直陪
着队员摸爬滚打。“和这些孩子在一起非常
开心，感觉自己也年轻了。队伍很团结，大
家心很齐。”

蔡海花当年是柔道运动员，曾是奥运
冠军佟文的师妹。如今，大家变成了同
事。“（佟文）主任昨天和我讲，必须拿下来，
信念不能丢。”佟文说：“蔡教练当年是我的
师妹，情分更深一层。我特别激动，看比赛
时手心都是汗。14年终于圆梦，从心底为
她高兴。”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记者 苏娅辉）今
天上午，天津体育代表团相关负责人一行赴
十四运全运村运动员村和媒体村，看望慰问
天津运动员、教练员和前方采访记者，向大
家送上中秋佳节的问候和祝福。

进入运动员村，代表团相关负责人先
后看望了天津田径、女排、男女篮、小轮车
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详细了解了大家
的饮食起居、备战情况和项目赛程赛况，勉
励大家轻装上阵，赛出风格、水平和精神面
貌，展现天津运动健儿风采，确保疫情防控
和反兴奋剂管理万无一失，共同努力实现
既定参赛目标，力争夺取全运会参赛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天津增光添彩，助力
“运动之都”建设。

在全运会媒体村，代表团相关负责人看望
了采访全运会的天津各媒体记者，了解了大家
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天津媒体的精彩报道和
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期待大家继续宣传报道好
全运会，挖掘成绩背后的故事，讲好天津体育
故事，展现城市体育精神，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昨天在天津蓟
州展开女子花剑个人赛的争夺，复出参赛的“妈妈选手”金
莎莎获得第八名。赛前被寄予厚望的老将张赫男排名第
25，小将裴子晨排名第22。江苏石玥、福建陈情缘和付宇
婷包揽前三名。

已经37岁的张赫男是女花赛场年龄最大的选手，为了自
己的第五届全运会，她放弃了太多太多。她期待着，能有个圆
满的结局。但现实却是如此残酷，她最终被安徽选手刘海燕
挡在了16强之外。在争进四强的比赛中，金莎莎从落后到追
平，急于拿下比赛的她出现急躁情绪，最终以12：15惜败于广
东队的吴培林。今天，天津女花将参加团体赛的争夺。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女
排成年组决赛阶段循环赛今天战罢第四轮，天津女排3：0
战胜此前保持全胜的上海女排，赢得三连胜，以3胜1负积
10分排名第二，三局比分为25：18、25：23和27：25。本次比
赛明天休战，天津女排后天对阵浙江女排。

此番对阵老对手上海女排，天津女排首发阵容有所调
整，陈博雅与李盈莹担任主攻线，接应杨艺重回首发。双
方技术特点相似，前后排技术全面，所以开场后，从拼发球
开始。天津女排用高质量发球有效冲击上海女排一传体
系，抓防反机会拉开比分差距，以25：18赢下首局。后两
局，双方竞争得格外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场面非常精彩，
场上作风更为顽强的天津女排都是局末阶段抓住机会，连
得两分获胜。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认为球队此战在后排保障环节
做得比上一场要好，发球、进攻、拦防都发挥出实力，后两局
队员把天津女排顽强作风打出来了，尤其是关键分把握得不
错。他认为队伍状态在逐步提升中，打一场进一步，首场失
利主要是后排保障环节出问题，导致进攻质量不高。王宝泉
认为上海女排是一支技术全面、作风顽强的队伍，本场比赛
给天津女排造成很大压力，队伍之所以获胜主要是队员把握
住了几个关键分，接下来队伍会利用一天休赛期积极调整。

天津女排三连胜

金莎莎获女花个人第八

从跆拳道转型到空手道，不过短短5
年时间，葛聚兴用一枚铜牌证明了自己。
他克服受伤的阴影，再度冲击，奖牌是对
付出的最好回报。

半决赛0：0战平陈晓东，但葛聚兴最
终被判定失利，无缘决赛。“肯定难受，但
还有复活赛争夺铜牌，所以必须迅速调
整。”2：1力克湖北队崔文举，葛聚兴收获
铜牌。“发挥很好，这一年备战期间练的东
西都打出来了。未能进入决赛有遗憾，毕
竟都想站上最高领奖台，但不能倒下。”半

决赛护脚突然坏了，确实对葛聚兴的心态
造成了影响，但他并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转项目短短5年时间，从上届全运会
没有成绩，到此刻拿到铜牌，葛聚兴正在
一路攀升。“在我心目中，全运会4年一届，
是仅次于奥运会的盛会。铜牌对我是激
励，更是我们全队努力备战的结果。”在这
个周期中，葛聚兴经历了一次重伤。重新

走上赛场，也是他战胜自我的过程。2019年
3月参加国际比赛时，对抗中他的左脸粉碎
性骨折，而短短两个月后他就恢复训练了。
“从受伤到重新拿成绩，这个阶段是最痛苦
的，也是付出最多的。好在一切都坚持住了，
挺过来了。”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

葛聚兴：用铜牌证明自己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昨天，第十四届全运会赛艇项目
的争夺在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落幕，在女子八人单桨
有舵手决赛中，天津选手李晶晶所在的奥运联合队以6分
10秒80夺得冠军。“感恩天津市体育局和冬季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我会以此为动力，争取在巴黎奥
运会上取得更大突破。”李晶晶赛后激动地表示。

奥运联合队在不久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拿下铜
牌，创造了中国赛艇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本届全运会，天
津选手李晶晶再度携手湖北选手王子凤和巨蕊、湖南选
手王宇微、辽宁选手徐菲、北京选手苗甜、山东选手张敏
和郭淋淋以及来自山东的男舵手张德常轻松收获了这枚
全运会金牌。

奥运会后隔离期，他们在各自房间内运用测功仪训练
体能，备战全运会，结束了21天的隔离后，再配合水上训练
找感觉。李晶晶坦言：“奥运结束后出战全运会，其实对我
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奥运会这样一个大赛结束后，
从心理上会出现一些松懈，再加上隔离，对我们的状态多
少有一些影响。”

此番是天津选手李晶晶第二次获得全运会冠军，上一
届全运会中，李晶晶与来自山东和上海的三名选手合作，
夺得女子四人双桨冠军。主教练聂良军认为：“八人单桨
比四人双桨更具挑战性，相较于４年前，李晶晶变得更加
成熟和稳定，对天津赛艇队也起到了表率作用，带动了大
家取得好成绩的精气神，这也给了我们教练组很大信心，
希望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李晶晶实现夺冠梦想。”

全运为动力 巴黎再冲击

天津选手李晶晶赛艇摘金

联合队获得全运会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赛艇冠军。前

排右二为天津选手李晶晶。

小轮车卫冕冠军今亮相

汪顺收获全运会第十金

本报西安9月19日电（记者 苏娅辉）因为雨水的侵
袭，原定于9月16日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小轮车竞速赛
改期至20日进行。耐心等待了数日的卫冕冠军、天津选手
李晓刚说，已经迫不及待要上场了。

天气原因，李晓刚不得不耐心等待。“那天当时就想，
下雨可能比不了，但还是一直在积极准备，准备活动就做
了三次。但是热完身又下雨了，工作人员遮上雨布，这样
来来回回心里确实有波澜。经过这么多年大赛锻炼洗礼，
还是能沉得住气的，告诉自己，什么时候比都一样，自己能
控制情绪，调整好状态。”李晓刚这几天一直在进行调整，
平时练练力量和器械，保持状态。
“竞技体育就得拼，而且这个项目偶然性特别大，飞起

来无意间的一点儿失误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自己必
须调整心态，把事情看淡一些，应该没问题。”利用这几天
时间，正好可以充分静静心。“场地熟悉的差不多了，虽然
这几天无法训练，但场地情况基本印在了脑海里，每天都
会在脑海里过很多遍，第一个包怎么飞，弯道怎么走。”

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李晓刚充满了期待。“熬了这么
久，就等着比赛时刻了。这四年不容易，马上开赛了，迫不
及待要投入到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