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伍超举重摘铜

8 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于港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2021三秦之光

小组赛3：0战胜浙江

天津女排提前晋级四强

现场直击

津耀三秦

原计划于9月4—10日在陕西奥体中
心体育馆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击剑比
赛，由于时间和场地的问题需要换地，国家
体育总局考虑到天津在上届全运会办过击
剑比赛，具有承办同类赛事的经验，临时决
定改在天津进行。天津体育局考虑到蓟州
适合封闭管理，对于疫情管控比较方便，最
终决定放在蓟州基地，比赛也改期到9月
16日—22日进行。
“蓟州基地此前从没接办过击剑比赛，

这是第一次，我们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做，大
家真的是很辛苦！好在最终得到了国家体
育总局和击剑协会，以及各支参赛队的一
致好评。”天津冬季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张仲权说。
据张仲权介绍，天津方面是在8月17

日接到总局正式的通知函，“上午接到通知
后，我们中午就开了一个视频会议研究方
案，将整体框架定下来后就马不停蹄地开
始筹备，转天就成立了一个筹备组。”

虽然反应迅速，但由于是临时承接的
任务，蓟州基地不可避免要面临重重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人员众多。蓟州基地自
从建成后，所承办的赛事最多不过400多
人，这次比赛单单运动队就有27支，包括
运动员、教练员和随队官员、裁判员超过
800人，再加上维保人员、物业人员、防疫
人员，整体超过1000人，给我们的住宿和
食堂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针对人员上的
超负荷，张仲权表示基地首先进行了宿舍
楼的改建，“为了增加住房，我们把运动员
宿舍400多间房都改成了三人间，就这样，
人员最多时，一间空房都没有了。食堂方
面原来只在南宿舍楼那边有，现在把北宿
舍楼的食堂也扩建了，开了三层楼的食
堂。人手上，物业、安保、厨师等人员几乎
把冬水中心和自剑中心的职工都调过来
了，增加了200人左右。”
然而这才只是个开始，因为蓟州基地

正在进行冰上基地二期工程的施工，施工

区和办赛场馆同在一个院，避无可避。“为了
将中间的界面分离，我们做了很大的布局调
整，主要就是建起了将近800米的围挡，将施
工人员和运动员有效分开，保障了相关人员
的安全和疫情防控。”
提到疫情防控，这是蓟州基地在此次

比赛面临的又一大挑战。“按照十四运组委
会的要求，每一个来的人都要带48小时内
的核酸检测报告，并且在会期间每48小时
要再验一次，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数百人的
核酸检测，最多一天验了 500 多人。后来
因为福建发生疫情，还要将福建队单独隔
离，并且每天验一次核酸。在蓟州区卫健
委和蓟州人民医院的支持下，我们派出了
20人左右的核酸检测队伍，这是以往各类
比赛都没有过的。”张仲权说。
作为一个以冬季项目为主的基地，首

次承办击剑比赛，一大困难还是场地方面
的改造，“蓟州基地大多是以冰面为主的场
地，我们从来没在这里办过击剑比赛，这次
腾出了三个场馆进行布置改造。首先是把
冰壶馆整体让了出来，为了保护地面，我们
铺了地毯，铺了高台，才建了剑道。另外两
个馆原来是综合训练馆，我们把里面原有
的器械全部搬走，一个馆作为训练馆，一个
馆作为小组赛的馆，这样就满足了整个赛
事场地的要求，协会领导表示这甚至符合
国际比赛的要求，各方对我们的工作十分
满意。”
成功承办此次全运会击剑比赛的冬水

中心，在办赛期间还迎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隶属于该中心的天津选手李晶晶，在随奥
运联队参加的全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
舵手比赛中夺魁，为天津代表团再添一
金。“奥运阵容参加全运会还是有一定优势
的，不出意外的话，这枚金牌也是我们提前
收入囊中的，但是前期我们也是做了很多
工作的。为了李晶晶更好地在国家队效
力，我们积极服务教练和整个队伍，先后派
出过队医和康复保障人员，每个月都会和
赛艇皮划艇协会的领导就李晶晶的训练进
行沟通。”张仲权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李蓓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 申炜）今天，第十四届全运
会水球项目在宝鸡市游泳跳水馆进行了半决赛，天津女子水
球队6：18不敌奥运联合队，无缘最后的决赛。
面对实力高出自己一筹的奥运联合队，天津女子水球队

在气势上并没有输给对手。在首节比赛中，天津女子水球队
仅仅2：3落后对手。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在实力上的
差距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最终，天津女子水球队以6：18不
敌对手，无缘最终的决赛。
这场比赛，对于天津姑娘梅笑寒来说心情比较复杂，这也

是她代表奥运联合队首次对阵自己家乡的球队。从数据来
看，梅笑寒的两次进攻全部转化为得分，面对家乡球队并没有
手软，也体现出了很强的职业精神。
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湖南队10：8击败了上海队。这样

湖南队获得了和奥运联合队争夺冠军的机会。天津女子水球
队将和上海队争夺铜牌，在小组赛中两队曾经有过交锋记录，
当时天津女子水球队以11：13不敌上海队。这场铜牌争夺
战，对于天津女子水球队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此前的东京奥运会上，梅笑寒担任了中国女子水球队

的队长，毫无疑问她是这支球队的领袖与核心。如果在全
运会上夺冠的话，梅笑寒也将可以为天津体育代表团带来
一枚金牌。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 申炜）今天，
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项目继续进行。在男子
200米自由泳决赛的比赛中，汪顺获得了冠军，
他的全运会金牌数也达到了13枚，登顶全运会
历史的多金王。
这场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参赛选手

除了一名山东选手之外，其他的都是浙江选
手。比赛进行得很激烈，直到最后50米，汪顺
发力后最终率先触壁，比第二名钱智勇仅领先
千分之四秒。至此汪顺在全运会的金牌总数
达到13枚，超越孙杨和广东游泳名宿罗兆应，
登顶全运会历史的多金王。
本届全运会，汪顺先是在400米混合泳项

目摘金，随后又带领浙江队拿到4×100米自由
泳接力冠军，并与徐嘉余搭档斩获4×200米混
合泳接力金牌。赛后，汪顺这样表示：“中秋之
夜，拿到了自己的第13枚全运会金牌，确实特
别地开心。十五的月亮‘13圆’，我希望就在明
天能够‘14圆’‘15圆’。”
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的比赛中，湖北

队的彭旭玮获得该项目的冠军，最终的成
绩为59秒 31。值得一提的是，傅园慧在这
个项目中获得了铜牌。浙江队的徐嘉余以
53秒 26的成绩，夺得男子100米仰泳的冠
军。女子蛙泳100米决赛中，北京队名将于
静瑶获得冠军，天津队选手郑木岩获得了这
个项目的第8名。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 申炜）今天，第十四届全运
会曲棍球项目进行了男子1/4决赛的交锋。天津队在第四节
的最后时刻失球，让比赛进入了射门决胜赛。最终，天津队
3：4不敌甘肃队，失去了进入前四的机会。
本届全运会上，天津男子曲棍球队的目标是取得冠军，不

过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除了击败东道主陕西队之外，接连
输给了内蒙古队和辽宁队，只能以小组第三名的成绩进入了
淘汰赛阶段。在1/4决赛中，天津队的对手是另外一个小组
第二名的甘肃队。
对于这场较量，天津队的开局很顺利。首节比赛中，在经

过配合后，天津队由苏峰首开纪录。直到第三节比赛，甘肃队
才由路沅霖利用短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不过很快，天津队
就由郭磊再度将比分超出。眼看比赛就要结束，甘肃队路沅
霖再度利用短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双方只能进入了射门决
胜赛。
在比赛关键时刻，甘肃队的发挥稳定，孟磊打入了制胜

球，帮助球队4：3战胜了天津队。天津男子曲棍球队在这场
比赛中的发挥可圈可点，只是因为运气原因最终无缘四强，的
确是一种遗憾。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天津队将参加5至8名的
排位赛，他们首轮的对手将是江苏队。

四战全运会，苏炳添终于在今晚的
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百米赛道上圆了冠
军梦。9秒 95，苏炳添创造了全运会纪
录。谢震业 10 秒 10 摘银，吴智强 10 秒
18摘铜。
2009年，初战全运会男子100米的苏

炳添以10秒52获得第五名。2013年，苏
炳添不敌世锦赛第九名张培萌，以10秒12
获得亚军。 2017年，已经是世锦赛第八
名的苏炳添，在世锦赛后身体不适，全运会
上负于谢震业。12年，一个轮回，依然坚
守在百米赛道上的苏炳添终于圆梦。他飞
奔过终点，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继续绕场奔
跑，向所有人致意。12年的坚守和等待，
所有的喜乐哀愁都在这一刻的奔跑中得到
宣泄。
苏炳添说：“这是我们老将的捍卫战，

赛前我就和谢震业说，我们不光是捍卫荣
誉和自己比，更要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这
次压力特别大，知道大家很关注我。我只
要正常发挥，就会夺冠。如果今天不能夺
冠，可能马上就会退役。我早就下定决心，
在退役之前拿下这个冠军，送给我的教练
袁导（袁国强）”在自己的第四次全运会上
终于圆梦，苏炳添说今后更享受比赛，突破
了30多岁不可能再行的枷锁。
回首曾经的低谷，苏炳添表示：“2017

年状态不好，很多人说我不行了，但我重
新站起来了！包括谢震业，他这次的成
绩并不是真实水平，是因为伤病影响，相
信明年亚运会他会在家门口跑出更好成
绩。我想说的是，运动员在低谷时，不要
去质疑他，应该帮助他从黑暗中走出
来。随便就说不行了，那是在扯淡，这时
候需要正能量去鼓励。希望在我们跑不
动时，大家也能伸出援手，让我们感受到

温暖，能够继续在赛道上跑下去，创造中
国速度。”
这是苏炳添第一次来西安，第一次当

火炬手也是在这里，全运会夺冠还是在这
里。 他说，很想去看看兵马俑。作为暨南
大学的老师，苏炳添运动研究室已经成立，
他期待大家都能关注和支持。

男子4×200米接力预赛中，由苏建清、
雷振辉、林启帮和汤星强组成的福建队，以
1分 21秒 54获得预赛第一，并且打破由山
东队在今年全国锦标赛上创造的1分21秒
66的全国和亚洲纪录。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摄影 崔跃勇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
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展开团体决赛
争夺，樊振东独得两分，面对马龙，挽救了五
个盘点实现逆转，带领广东队以3：1战胜北
京队，获得男团冠军。辽宁队3：1逆转陈梦
领衔的山东队，夺得女团冠军。
不出意外，樊振东领衔的广东队和马龙

领衔的北京队会师男团决赛。为了更好地完
成男团任务，马龙特意放弃了男单比赛。决
赛中，樊振东以3：0完胜王楚钦，马龙以3：0
横扫周启豪，林高远以3：1击败闫安，压力压
在了马龙肩上，而第四盘又是他和樊振东的
“直接对话”。樊振东在决胜局6：10落后的
情况下，凭借一颗大心脏，先后挽救五个盘
点，又以一波强势进攻以13：11逆转战胜马
龙，帮助广东队锁定胜局。男团三、四名决赛
中，河北队3：2力克陕西队，夺得男团铜牌。
值得一提的是，侯英超3：0横扫国家队主力
梁靖崑，被戏称为“国乒质检员”。
女团决赛中，山东队由陈梦出任一单，这

是她在团体赛中首次担任一单。山东队此举
就是希望陈梦能够打响头炮，她不辱使命，以
3：1逆转王艺迪。辽宁队陈幸同以3：0横扫
王晓彤，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随着顾玉婷
以1：3负于李佳燚，压力都落在了陈梦肩
上。在与陈幸同的对决中，陈梦以 1：3落
败。辽宁队以3：1战胜山东队，夺得全运会
女团冠军，这也是本届全运会乒乓赛场首
金。女团三、四名决赛中，孙颖莎帮助河北队
以3：0击败四川队，获得铜牌。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 梁斌）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今
天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结束第五
轮争夺，整体实力更胜一筹的天津女排
3：0战胜浙江女排，赢得四连胜，以4胜1
负积 13 分提前晋级四强，三局比分为
25：21、25：18 和 25：17。天津女排明天
对阵河南女排。
天津女排此役首发阵容有所变动，小

将陈博雅担任首发接应，其他主力位置不
变。三局比赛，除首局天津女排与浙江女

排竞争得比较激烈外，其他两局都以较大
分数优势获胜。整场比赛，天津女排在一
传、发球、拦防上均有发挥，有效遏制浙
江女排进攻，进攻端以抓防反机会得
分。小将陈博雅本场比赛表现不俗，一
传上有效分担队伍压力，进攻、拦防上也
都有出色表现。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
认为本场比赛是小将陈博雅首次在本
届全运会上担任球队首发接应，整体发挥
不错，这名选手极具发展潜力，未来成长势
头很强，二号位进攻一直是天津女排前排

进攻软肋，这名小将有望在此位置上提升队
伍实力。王宝泉说，浙江女排是一支技术全
面、极具发展潜力的队伍，多数年轻队员应
该是首次参加全运会这一国内竞技水平最
高的体育盛会，场上很有拼劲，但比赛经验
欠缺一些。
天津女排主力副攻王媛媛首局意外扭伤

脚踝，被老将王宁替换。王媛媛认为主要是
自己拦防节奏没把握准，起跳立足脚发力过
猛，落地时不慎扭了一下，养几天应该能恢
复，希望天津女排球迷不要过于担心。

高光人物12年，苏炳添四战全运终圆梦

临危受命承办击剑比赛获好评

天津蓟州基地不辱使命
发布厅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举
重比赛昨天展开男子67公斤级决赛争夺，东京奥运会冠军谌
利军以总成绩332公斤（抓举152公斤、挺举180公斤）夺冠，
实现了职业生涯全运会三连冠（十二运、十三运62公斤级）。
天津选手伍超以总成绩324公斤（抓举142公斤、挺举182公
斤）与山西选手王忠总成绩并列排名第二，但因出场顺序靠
后，最终获得铜牌，这是他继上届全运会后再次摘铜。
在决赛的17名选手中，伍超310公斤的报名重量排名第

七。抓举142公斤，不足以让他站上领奖台。挺举比赛中，伍
超开把173公斤试举成功，谌利军175公斤成功，王忠的172
公斤在第一次试举中失败。第二次试举中，谌利军180公斤
失败，王忠成功举起172公斤，伍超举起182公斤。第三次试
举，谌利军成功举起180公斤，王忠176公斤成功，这时伍超的
总成绩与王忠并列为324公斤。
由于伍超的试举顺序在王忠之后，如果最终以324公斤

的总成绩结束比赛，只能屈居第三。为了向金牌发起冲击，伍
超第三次试举要到了191公斤，如果能够成功，那么他将以超
过谌利军1公斤的333公斤总成绩问鼎冠军，但这个重量已经
超过了朴正周保持的188公斤的世界纪录。最终，伍超挺举
第三次试举191公斤失败，只能以总成绩324公斤屈居第三。

天津女水无缘决赛

乒乓球团体决赛

粤男封王 辽女折桂

金牌总数13枚

汪顺登顶全运多金王

天津男曲憾负甘肃队

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女子三级跳远决赛，今晚在西安奥体
中心体育场上演，18岁的天津姑娘李春婷迎来了自己的首次全
运会征程。不过，状态并不理想的她在三轮试跳后便早早出局，
最终以13.04米的成绩排名第13位，这和她的个人最好成绩相去
甚远。小姑娘赛后说道：“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今天感觉
身体特别沉，从赛前热身加速跑时就感觉到了。虽然比赛中自
己也非常努力想拼出来，但三轮比赛，自己的调动和临场调整还
是不够。第一次参加全运会虽然有遗憾，但自己还年轻，未来还
有进步空间，也要多向国家队的姐姐们学习。”
李春婷出生于河北省，5岁时和家人一起迁居天津。小

时候的李春婷爱跑爱跳有些调皮，体育老师觉得她是个练习
田径的好苗子，之后她被河东区体校选中，之后又进入天津田
径队接受三级跳远专项训练。2019年3月17日在香港举行
的第三届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中，李春婷以12.97米的成绩获
得女子三级跳远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当年在山西省举行的
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李春婷又斩获了体校乙组女子三
级跳远冠军。也是在2019年，16岁的李春婷开始跟随国家队
训练，只可惜今晚她在全运会的赛场上未能展现出自己的真
实水平。

本报记者 谢晨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

李春婷冲牌未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