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赛六连胜 李盈莹伤无大碍

天津女排半决赛将战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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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运冠军陪练到全运会冠军

左菊跆拳道为天津夺金

现场直击

津耀三秦

苏炳添接力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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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京奥运会一样，董洁还是只参加
了全运会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预
赛，由于队伍需要，无缘最终的决赛。按照
规定，董洁还是获得了一枚金牌，对此她这
样表示：“团队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我会
尽力游好每一枪。”

在东京奥运会上，作为中国游泳队女
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六人阵容中的一
员，董洁在第三棒出发并游出了个人历史
最好成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次以联
合队的名义参赛，无论是出场顺序，还是人
员参赛名单，都和东京奥运会时一样，董洁
的任务依然是帮助团队进入决赛。

从成绩来看，董洁出色地完成了团队
交给的任务，1分59秒73的成绩是全部参赛
四名选手中最快的。对此，董洁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对这一枪的发挥还是非常满意

的，可能是通过之前的比赛调整好了自己
的状态，这一枪感觉确实要好游一些。”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董洁进行了
14+7天的封闭隔离。在这段时间里，董洁
训练的目标就是保持好状态。“整个训练都
是以保持状态为目的，赛前也是稍微增加
一些比赛的强度，没有针对全运会的训练，
因为从时间来看已经来不及了。”

对于本次全运会的表现，董洁表示发挥
只能算是一般，“奥运周期下来，备战全运会
的时间有些紧，很希望可以游好个人项目，
所以还是有一些遗憾。这届比赛的重点都
是团队，希望可以为团队作出贡献，团队感
更强一些。每次比赛都会想着当下这一枪，
从出发细节到比赛流程，做好就可以了，希
望以后可以在个人项目上有所突破。”
本报记者 申炜（本报西安9月23日电）

本报西安9月23日电（记者 申炜）今
天，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比赛继续进行，天
津健儿取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董洁与
队友一起出战了4×200米自由泳比赛，如
愿获得金牌，杨金潼则获得了男子100米自
由泳的银牌。

今年23岁的杨金潼在男子100米自由泳
项目中具备了很强的实力，不过他坦率承认
赛前的感觉并不是很好。前50米比赛，杨金
潼仅仅排在了第5位，不过随着后半程的发
力，他最后获得了第2名。杨金潼游出的48秒
55距离冠军何峻毅的成绩只相差了0.04秒。

杨金潼赛后表示：“确实没有想到，因
为这是我个人最好成绩了。前几天状态都
不是很好，教练让我游自己的就可以了，我
今天也是放开了游，什么都没有想，把自己
的水平全部发挥了出来 。”

这是天津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上
获得的首枚室内游泳项目的奖牌。杨金潼
说：“比赛结束后感觉如释重负，我的梦想
就是登上领奖台，此外就是提高自己的成
绩，两个目标都达到了。”杨金潼特别想感
谢自己的教练杜杰，“4年时间里，教练没有
放弃，一直鼓励我，太感谢他了。”

在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预赛中，
董洁作为第三棒为联合队顺利进入决赛作出
了贡献，她的成绩在全部四名运动员之中是
最好的。决赛开始前，联合队对阵容进行调
整，用杨浚瑄和张雨霏换下了张一璠和董
洁。比赛中辽宁队一度取得了领先，但联合
队还是依靠最后时刻的发力，以7分53秒73的
成绩拿到了这块金牌。

虽然没有登上领奖台，但是根据规定，作为
联合队一员，董洁还是获得了一枚金牌。这也
是天津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上取得的第10
金，同时也是天津游泳队拿到的首枚金牌。

本报西安9月23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
射箭今天在长安常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基地展开男子反曲
弓个人项目争夺，在铜牌争夺战中，天津选手张春鸿以2：6
负于江苏选手王岩，遗憾无缘奖牌。

下雨、降温，在如此不利的天气环境下，张春鸿克服
困难稳定发挥，7：1福建戴小祥、6：2新疆艾尔登桑、6：4
山东王宝斌、6：5浙江展羽翔，昂首挺进四强。半决赛对
阵山东选手王大鹏，这是上届全运会三金得主，也是东京
奥运会中国射击队头号主力，张春鸿以3：7告负。铜牌战
中，张春鸿以2：6负于江苏王岩，遗憾获得第四名。上届
全运会，张春鸿个人第八，混合团体第三，但在近几年比
赛中，受心理因素影响成绩一直不理想。此次比赛，是他
近来个人最好成绩，更大的收获是突破了心理关，提升了
自信心。

作为队长的张春鸿，在备战中的自律和对比赛的渴望，
对年轻队员起到表率作用。此次成绩的取得，对于天津射
箭队的士气也是一种提振。明天，张春鸿将携手奥运选手
龙晓清出战混合团体赛。二人是上届季军，此番将再次向
奖牌发起冲击。后天，张春鸿还将带领17岁的信东伟和18
岁的农运都出战男团比赛。

本报西安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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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西北工业
大学翱翔体育馆结束。整体实力明显占优的天津女排3：0
战胜年轻的广东女排，赢得六连胜，以6胜1负积19分排名
循环赛第二，三局比分为25：17、25：12和25：14。本次比赛
明天休战，半决赛后天举行，天津女排将对阵丁霞、颜妮、刘
晏含三位国手领衔的辽宁队，江苏队对阵上海队。

天津女排此役发球带动拦防战术很奏效，前两局凭
借高拦网有效遏制广东女排的进攻，自由人孟子旋一传、
防守、调整传球上都发挥出自身水平，后排保障给球队有
力支撑，第一火力点李盈莹进攻效率不俗，频频利用强
攻、后排攻得分。首局，天津女排稍遇抵抗，以25：17获
胜。后两局，越战越勇的天津女排发、扣、拦、传、防全面
发挥，以较大优势获胜。最后一局局中阶段，李盈莹在防
守中意外与接应杨艺撞在一起，左手腕挫了一下。考虑
到之后的半决赛和决赛，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立即用
王艺竹替换其出场，他认为李盈莹应该伤无大碍。之前
受伤的副攻王媛媛也进行了及时治疗，今天也没上场。
王宝泉认为天津女排循环赛整体发挥不错，队伍状态逐
步提升，球队明天会调整恢复，备战后天的半决赛，摆低
姿态冲击对手，力争晋级决赛。

今天的一场焦点战在辽宁队与上海队之间展开，最
终辽宁队赢得了这场五局鏖战，而两队也携手锁定四强
席位，辽宁队、上海队分别排名循环赛第三、四位。最后
一场比赛中，虽然山东队以3：0击败江苏队，但依然遗憾
无缘四强。循环赛全部战罢，半决赛的对阵抽签随之展
开，最终确定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分别在天津队与辽宁
队、江苏队与上海队之间展开。而在循环赛阶段，天津
队曾以3：0横扫辽宁队，但对手当时在首发阵容中雪藏
了三大国手，二传手丁霞在比赛中也仅是短暂替补登
场。经过明天的休赛，相信津辽两队后天将展开一场真
刀真枪的激战。本报西安9月23日电（记者 申炜）

今天，第十四届全运会女足项目进行
了半决赛。联合队 4：0大胜北京队，
如愿进入决赛，向夺冠目标发起最后
冲击。

相比以逸待劳的联合队，北京队多
赛一场，体能上存在劣势。无奈之下，北
京队对阵容进行了轮换，马晓旭、张琳
艳、王晨等主力球员均坐在替补席上，古
雅沙甚至没有进入比赛大名单。面对这
样一支球队，联合队开场5分钟就凭借
杨莉娜的进球打破僵局，最终4：0大胜
对手，如愿杀入了最终的决赛。

这场胜利也让中国女足姑娘们一直
紧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赛后球队上下
都接受了采访，显示出了轻松的氛围。
主教练水庆霞表示：“球队在攻防上都有
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精气神方面做
得比较好。”在谈到球队此前奥运会经历
的时候，水庆霞认为：“比赛就像人生一
样，不可能一帆风顺，球员们要学着接受
这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天津的王珊
珊再次佩戴队长袖标出战，不过她的
位置已经变成了中卫。对此，水庆霞
介绍说：“她第一场比赛是前锋，由于
需要，后面两场比赛都是中卫。从队
伍的角度来看，她是不可或缺的，也起
到了队长和榜样的作用，女足需要这
样的球员。”

联合队的头号球星毫无疑问是王
霜，她在谈到这次全运会比赛的时候认
为：“这次赛事，各队所展现出来的技战
术和斗志，都要比我们的女超和女甲联
赛高两个台阶，我觉得我们的联赛也需
要踢出这么有质量的比赛。也希望大家
关心我们的联赛，这样女足的竞技水平
才能得到提升。”

本报西安9月23日电（记者 苏娅

辉）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赛场今天展开
男子4×200米接力决赛争夺，苏炳添率
领的广东队在冲刺阶段被山东队逆转绝
杀。两队同样跑出1分20秒83的佳绩，
山东队凭借千分秒优势胜出夺冠，并打
破全国和亚洲纪录。

男子4×200米接力比赛，200米新
科冠军汤星强率领的福建队，预赛时
曾经创造1分21秒54的全国和亚洲纪
录。苏炳添携手张瑞轩、莫有雪和严
海滨代表广东队出战。很少跑200米
的苏炳添首棒拼出速度，到最后一棒
严海滨依然领先，但进入最后的直道，
山东队的乔臻冲了出来实现反超，以
1 分 20 秒 83 打破全国和亚洲纪录夺
冠。广东队屈居亚军，四川队 1分 21
秒12摘铜。

女子200米决赛，葛曼棋以23秒05
夺冠，包揽100米和200米双冠。女子标
枪决赛，奥运冠军刘诗颖以64米 33摘
金，吕会会62米43摘银，天津选手金萍
萍53米71排名第10。男子铅球决赛，
辽宁选手刘洋20米40首次获得全运会
冠军。男女4×4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
丽莹、闫志鹏、张雪飞、鞠天淇组成的天
津队获得第7名。

天津游泳摘取一金一银

今天晚上，从汉中体育馆传来好消息，
天津选手左菊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到了
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的冠军，这也是天津
代表团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取得的第11

枚金牌。
在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中，左

菊从1/8决赛开始，接连战胜了安徽队的
刘凯琪、江西队的谭雪琴和广东队的伍嘉

怡，打入了最后的决赛。左菊在决赛中的对
手是山东队的王肖璐，后者同样对冠军充满
期待。

这场决赛非常胶着，两人在前三节比赛
中都没有得分。第四节比赛中，左菊踢中了
对手的躯干，最终以2：0的比分夺冠。这也是
天津跆拳道队在本届全运会上拿到的首金。

中国跆拳道队有着一批默默无闻地为重
点级别、重点运动员担任陪练的选手，左菊曾
经就是其中一员，她是奥运会冠军吴静钰的
陪练。在陪练的日子里，左菊陪练的师姐们
也会教她如何运用技术，帮她积累了很多的
经验。如今只有21岁的左菊能够有突飞猛
进的提升，和她的这段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赛后，左菊在接受采访时显得很淡定，
“其实我夺冠之后也不是很激动，因为我觉得
我平时每天都很努力，这个结果应该是顺理
成章的。我赛前对金牌没有想法，我只想做
好每一天，全力以赴对待训练和比赛。”

对于左菊的表现，她的主管教练张贵正
表示：“她今天打了4场比赛，整体发挥正常，
而且比赛过程中非常开心，没有把紧张情绪
带到比赛中去。这是左菊第一次参加全运
会，所以我和她说，我们只管努力，剩下交给
老天，越努力就会越幸运。”

本报记者 申炜（本报西安9月23日电）

董洁：尽力游好每一枪

20岁刘焕华用奖牌证明自己

张春鸿获射箭男子个人第四

本报西安9月23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
乒乓球比赛今天展开混双半决赛争夺，奥运组合许昕/刘诗
雯以4：0击败广东组合林高远/ 黄頴琦，将与黑龙江组合
曹巍/王曼昱争夺冠军，后者以4：0完胜江苏组合孙闻/钱
天一。

年轻的天津组合高杨/王楷博以3：1淘汰山东组合方
博/于子洋，将与上海组合尚坤/赵子豪争夺男双四强资
格。马龙/王楚钦打进男双八强，将与梁靖崑/周恺争夺四
强资格，樊振东/林高远同样晋级。女双孙颖莎/孙铭阳和
王曼昱/车晓曦均逆转获胜。

在挺进混双八强后，刘诗雯曾经透露，这将是她的最后
一届全运会。“全运会四年一届，肯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最
好成绩。希望自己在球场上的状态可以影响到大家，希望
未来的年轻运动员越来越好。”没有太多悬念，作为头号种
子的“昕雯联播”组合一路昂首挺进决赛，将与曹巍/王曼昱
争夺混双冠军。

男单1/8决赛，樊振东和许昕分别以4：1淘汰闫安和周
雨，携手梁靖崑、王楚钦晋级八强。1/4决赛中，分别对阵
尚坤、刘丁硕、周启豪、于子洋。女单1/8决赛，刘诗雯、陈
梦、孙颖莎、王曼昱携手晋级，1/4决赛分别对阵钱天一、王
艺迪、陈幸同、何卓佳。

天津组合闯入乒乓男双八强

女足赢了 姑娘们笑了

从12岁开始接触举重，短短8年的时
间，20岁的刘焕华在自己的首次全运会上
收获一枚铜牌。他说，这些年的坚持有了
小小的回报，让支持他的人看到了希望。
20岁的年纪，不由得让人感叹：年轻真好，
未来可期。

小时候比较胖和矮，家人曾经像开玩
笑一样让他去练举重。那时候，小小的他
是抗拒的，“不想练嘛，怕杠铃压得长不
高。”而如今，已经长到1米 75的他笑着
说，“练举重长不高那都是错误的。”小学
六年级时，他被体校教练选中，“让我做了
俯卧撑、蛙跳等，就选中了。在县体校只
练了两个月，就去了长沙进入省体校。练
得特别累的时候，吃饭都反胃，和爸妈说
不想练了，他们让我坚持。就这样，慢慢
觉得蛮好玩的，挺有意思，逐渐成为爱好，

无法割舍。”
2015年，天津队教练周盛选中刘焕华。

他至今仍记得初来天津的一幕。“坐火车来
的，周教练去接站。那时候我还小，觉得教练
好高哦，像巨人一样，但是说话特别温和亲
切，像家人一样。”从77公斤级到81公斤级，
刘焕华一直和吕小军同级别。“在我心目中，
军哥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我一直在努力
追赶他，他就是我前进的动力。”吕小军常年
在国家队训练，刘焕华很少能和他见面。
“偶尔比赛能遇到，这些年见面的机会，

手指数得过来。这次在全运会赛场见到了。
军哥就是鼓励我，不给我压力。见到军哥我
特别激动兴奋，就是见到偶像了，感觉自己都
语无伦次的。”刘焕华说，最大的遗憾是未能
和吕小军在领奖台上合影，“我和军哥同场竞
技过，2020年全国锦标赛，他是冠军，我获第
四名，就差了一点。当时就想，希望全运会上
能实现愿望。这次我站上领奖台了，但是他
退赛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若不是仲裁改判，刘焕华本来可以获得
银牌。“当时确实有些无法接受，但现在想明
白了。我要更加努力，下次做到更完美，不给
改判的机会。”刘焕华说，要继续扎实训练，打
牢基础，这样才能走得更长远。进入国家队，
一直是他渴望的。作为全运会男子举重赛场
81公斤级最年轻的选手，刘焕华证明了自
己，也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摄影 崔跃勇

（本报西安9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