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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混合团体决赛绝杀联合队强档

张春鸿/龙晓清一箭穿“金”

现场直击

津耀三秦
高尔夫天津男女团双双摘铜

从东京奥运会上铩羽而归，到全运会
上如愿夺冠，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所有人都
松了一口气，其中也包括天津运动员李
红。“这个过程的确是太不容易了，现在有
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还是非常开心的。”李
红这样认为。
今年只有22岁的李红，在中国女子曲

棍球队中只能算是一名新秀，不过教练组
对她还是非常信任，这次全运会比赛场场
首发，说明了她在队中的主力位置。决赛
后的发布会上，联合队派出了李红接受采
访，主教练也对她的表现很满意。
谈到这场决赛，李红这样说：“拿到金

牌后非常开心，大家这场比赛非常拼，也非
常努力，能够取得胜利非常开心。我感觉
大家的发挥比前几场要好，要知道我们上
次面对四川队仅仅赢了2：1，这次交手就
是希望可以赢得漂亮一些，最终也完成了
心愿。”
在谈到自己主力位置的时候，李红认

为：“我能够感觉到教练对我是比较信任的，
一直让我首发，我非常感谢教练。通过这次

比赛，希望日后可以成为球队的中流砥柱，
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去帮助球队。”
作为天津运动员，李红当然清楚这枚金

牌的重要性。来到西安之后，包括天津队的
队友和教练一直都在观看比赛，并且给她提
了很多建议，最重要的还是为她加油。当
然，李红也忘不了家人，“大家的鼓励很温暖，
这枚金牌的意义也非常重要。”
这是李红第二次参加全运会，和上次

相比，最大变化就是成熟了。李红说：“上
届比赛个人的东西多了一些，这次比赛还
是以团体配合为主。我感觉自己并不紧
张，因为毕竟还是一名小队员。老队员在
场上能够看出比较稳，能够控制比赛，各方
面做得不错。作为小队员，我们跑动需要
更加积极一些，去平衡一下比赛。”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西安9月24日电）

本报西安9月24日电（记者 申炜）今天晚
上，第十四届全运会曲棍球项目女子决赛在
西安体育学院鄠邑校区结束。联合队4：1战
胜了四川队，夺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按照
规则，天津体育代表团也获得了一枚金牌。
从东京奥运会归来的国家女子曲棍球队，

在全运会比赛中以联合队名义参赛，成为赛

事一项新举措。由于回国后经历了三周的
隔离观察，球队回到基地后才重新拿起球
棍，因此外界一度怀疑这支球队的夺冠前景。
不过本次比赛开始后，联合队还是体

现出了高人一筹的实力，在决赛开始前，联
合队取得了五战全胜的战绩，仅丢一球。
联合队在决赛中对阵四川队，两队在小组

赛中曾经有过相遇，当时联合队2：1艰难取
胜，这场决赛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轻松。
比赛开始后，尽管联合队在首节比赛中率

先进球，但随后四川队将比分扳平，并且创造
出了多次威胁进攻。随后的三节比赛中，场
面还是非常胶着，联合队凭借把握机会的能
力，最终4：1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在决赛中，联合队的天津球员李红获得

了首发机会，在边路的表现非常活跃。联合
队夺冠之后，按照规则，天津代表团也获得了
一枚金牌，这也是天津代表团本届全运会上
取得的第14枚金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
计时赛决赛今天在陕西商洛进行。天津选
手薛铭以46分46秒822夺冠，帮助天津队
在该项目卫冕。21岁的年纪，薛铭的梦想
刚刚起步。他说，自己会努力往前冲，朝着
更高的舞台努力，最近的目标就是明年亚
运会。
十几岁时，薛铭开始练习摔跤。每周

六、日业余训练，到初中毕业考体校时，报
考了摔跤专业。仅仅练了一个月，天津自
行车队到体校招人。“当时教练问有没有想
去的，我一下子就站起来说要去。以前我
哥总带着我一起骑行，我挺喜欢的。”由于
摔跤项目和自行车项目选手肌肉类型不
同，薛铭在转型初期并不是太顺畅。“我
2016年底转型，刚开始在二队成绩并不突
出。2017年底升入一队，逐渐适应也顺畅
了。特别是2020年全国锦标赛夺冠，信心
一下子就上来了，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刚练了两个月时，薛铭在一次训练中

突然摔车，导致锁骨骨折，大概休养了近两
个月，开始恢复训练。自行车项目非常辛
苦，进入疲劳期时，薛铭真是觉得骑不动
了。那时候，他确实在犹豫，自己到底是否
适合这个项目。“后来就想明白了，我只是
当时状态不好，每次累的时候就咬牙坚持，
顶过去那段就好了。”薛铭说，状态不好时
特别累，那时候最痛苦。他一遍遍告诉自
己，不要放弃，别掉队！他就是这样激励着
自己一路前行。 基本上每周的骑行距离

都在六七百公里，薛铭用自己的车轮丈量
着脚下的每一寸路面。
公路自行车一直是天津队的优势项

目，史航是上届全运会冠军。“史航是我师
哥，这几年的训练中我一直将他当做榜样，
向他学习。比赛前，师哥和我讲他以前比
赛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太紧张，不要想着拿
第几，就正常发挥，拼命去完成这场比赛就
好。”薛铭肩负着捍卫天津荣誉的重任。对
于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他来说，压力在所

难免。“确实有些压力，怕自己完成不好。教
练也一直在给我减压，就让我放开去比，不用
去想成绩，只要努力拼了就好。”
比赛赶上雨天，在如此不利的天气环境

下，薛铭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这枚金牌的
取得，也得益于天津队精细的备战工作。据
天津自剑中心副主任刘建军介绍：“来之前预
料到会有雨，这几年在这边比过赛，知道这季
节这里是雨季。为此，备战时专门进行雨中
训练。7月下旬，队伍在长白山进行了四周
强化训练，那边海拔和这边相似，而且找了相
似公路进行专项训练。下雨天不休息，就为
了充分适应雨天比赛。”
“下雨确实有影响，但天气对于所有人都

是一样的，想到这些我就不会在意天气了。
而且，我们之前备战也考虑到天气原因了，也
进行了适应训练，都有准备。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全运会，这么重要的比赛，就是玩命拼
了。”值得一提的是，5月底的测试赛也是在
这里举行，当时的冠军就是薛铭。福地重游，
薛铭在心理上已经占据优势。获胜时刻，薛
铭握拳挥舞呐喊。“真的太激动了，有想哭的
冲动。之前很多次想过这样的画面，现在终
于梦想成真了。”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西安9月24日电）

本报西安9月24电（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
项目中国式摔跤比赛，于23日在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体育
运动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在男女团体及男子六个级别、
女子四个级别比赛中，东道主陕西夺取4金，河北3金，内蒙
古2金，天津、山西、安徽各1金。
天津代表队此次共获得1金、4铜、3个第五名的优秀成

绩。退役多年的原天津女柔名将窦书梅宝刀不老，勇夺女
子86公斤级冠军。由郭旭、时俊杰、沈君、潘玉庆、朱峰组
成的天津女队，以李达、王桐、时维、王睿东、钱飞组成的男
队，分别获得团体季军，女将刘洋和魏琛分别在56公斤级
和75公斤级也获得铜牌。李长锟、石伟、田洪杰分别获得
男子个人70公斤级、男子个人60公斤级和女子56公斤级
第五。天津代表队还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我市中国式摔跤队教练孙庆国总结道：“这次天津男女

队的整体表现比较出色，代表队实现了赛前拿金牌的目
标。接到全运会设项通知后，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体院领
导非常重视。虽然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组队非常仓促，队
员们从各个行业匆忙集结，有的队员年龄超过了40岁，但
他们都克服了各种困难，在赛场上勇于拼搏，表现值得称
赞。从下一届开始，中国式摔跤很有可能重新成为全运会
的正式比赛项目，作为有中国式摔跤传统和优势的天津，必
将会加大对中国式摔跤的投入力度。我们也希望天津能有
更多的人投身到中国式摔跤，把这项国粹发扬光大，为天津
争光。”

本报西安9月24日电（记者 申炜）
今天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项目男
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汪顺以1分
56秒33的成绩毫无悬念地夺得冠军，这
是他本届全运会取得的第六枚金牌，他
在全运会上夺得的总金牌数已经达到了
十五枚。
这场比赛之前，汪顺在出战的所

有比赛中全部拿到金牌，被外界称为
“多金王”。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更是
汪顺的强项，他在东京奥运会上以1分
55秒的成绩拿到了该项目金牌，并且
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在全运会历史
上，汪顺已经连续两届比赛拿到了这个
项目的冠军。
果然在决赛中，汪顺夺冠几乎没有

任何悬念，最后50米他的领先优势很
大，最终以1分56秒33成绩拿到金牌。
这是汪顺本届全运会取得了第六枚金
牌，他在全运会上夺得金牌的数字达到
了十五枚，在这个项目上汪顺更是创造
了三连冠的成绩。
另外一名游泳名将徐嘉余，也在继

续创造历史。在男子200米仰泳决赛
中，徐嘉余以1分56秒89的成绩，实现
了该项目三连冠的伟业，这也是他在本
届全运会上夺得的第三块金牌。自从在
2013年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夺得男子
200米仰泳冠军开始，徐嘉余在这个项
目以及100米仰泳项目上已经称霸和垄
断了国内男子仰泳领域达八年之久。
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北京队的

于静瑶以2分22秒61夺取金牌，此外她
还拿到了100蛙泳的冠军。天津选手郑
木岩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七名。女子
1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山东队的杨浚
瑄以53秒42的成绩夺得金牌。

本报西安9月

24日电（记者 苏

娅辉）今天雨水再
度造访，使得第十
四届全运会高尔夫
球比赛延迟开杆。
昨天的雨就打乱了
天津队小将们的节
奏，而今天依然是雨
战，队员们顶住压
力，拼到最后一刻，
男团和女团双双收
获铜牌，实现天津
高尔夫球队全运会
历史性突破。
此次比赛场地

位于秦岭山下，淅
淅沥沥的雨水落
下，山峰在升腾的
缭绕雾气中若隐若
现，让球员们仿佛
置身仙境。这为观
者带来了视觉盛
宴，但给参赛者却
制造了不小的麻
烦。秦岭赛场的难
度本身就不小，雨
中比赛更加考验运
动员的基本功和临
场经验。前两天表
现出色的天津球员，昨天的雨战中出现起伏。今天依然是
雨战，好在球员们及时进行了调整，紧咬住对手，并在最后
一洞接连“抓鸟”，男女团体双双收获铜牌。
天津男队领军人物丁文一说：“下雨肯定有影响，但这也

是对球手综合能力的考验。手感不好时，就放平心态，不能因
为一个失误影响后面。在失误之后，要冷静判断处理，尽力将
影响降到最低。”从开始不被看好，到逆袭摘铜，小伙子们用实
力证明了自己。“虽然我们年龄小，但我们绝对不会认输。大
家齐心协力，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拿到铜牌，证明我们四年的
努力没有白费，也证明我们还是很强大的。”
成功“抓鸟”的彭博说：“ 当时我们落后一杆排在第四，

我知道自己最后的发挥会决定全队的排名，当时有很大决心
要抓到这个‘小鸟’。实现逆转每个人都付出了巨大努力，这
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全队平均年龄不足20岁，每
个人都是中国很厉害的业余选手。未来我们一定会在职业赛
场上相遇，希望未来我们都能成为顶尖高手。”
天津队的这些球员，都是常年在外征战。为了备战此

次全运会，大家放弃巡回赛，早早归队集中封闭训练。突然
过上集体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思想上的一种转变。在
备战过程中，主教练王晶的父亲突发重病住进重症监护
室。但他只是去看了一下又匆匆返回球队。如今收获两枚
铜牌，是对所有人付出的回报。

全运会射箭混合团体决赛，前四局常
规赛结束，场上比分4:4。决胜时刻到来，
双方四名选手每人一箭决定金牌归属。最
终两队均打出19环，经裁判判定天津队张
春鸿打出的是内十环，凭此微弱优势，天津
组合张春鸿/龙晓清以5：4绝杀联合队组
合王大鹏/吴佳欣，惊险摘得射箭混合团体
金牌。
东京奥运会上表现不理想，让龙晓

清信心受到影响。来到全运会赛场，个
人赛中她依然打得拘束，缓不过劲来。
“昨天春鸿哥个人获得第四名，实现突
破，他和我分享比赛中的感受。他很稳，
我就守好自己这一关就行，相信他肯定
能一路带着我打到底。”在很多人看来，
上届获得铜牌时，是龙晓清带着张春鸿
打。而如今，是张春鸿带着龙晓清在
打。“我们一起合作八年了，彼此非常熟

悉，互相信任，有什么事都一起商量，这次
比赛一直在互相鼓励。”龙晓清说，两个人
平时就是好朋友，互相开玩笑，打打闹闹，
在一起很轻松。
今天，张春鸿/龙晓清一路打进决赛，对阵

联合队组合王大鹏/吴佳欣。“知道对手很强，赛
前我们就说，不管是多硬的骨头，都一定要啃下
来。我们绝对不服输，就是要拼他们，要拿下
来。”二人彼此鼓励打气，坚定信念。个人赛的
突破，对于张春鸿来说，算是“捅破了窗户纸”。
闯过心理关的他豁然开朗，坚信自己肯定没问
题。“个人赛闯入八强后，我的信心就上来了，我
相信自己没问题。混合团体赛我们就是拼，不
想结果，打好当下每一箭，一场场打。包括决
赛，也是这么想的，坚定信念。”
最后一箭离弦，龙晓清都不知道箭在哪

里。“我是最后一箭，当时情况就是绝对不能
低于9环，压力特别大。知道赢了时，感觉自
己都睁不开眼了，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
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金牌。”龙晓清说，“获胜
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我顶住了压力，终于缓过
来了！”这是张春鸿进入天津队以来收获的第
一枚金牌，从上届全运会的铜牌到此刻的金
牌，他说这是成长。获胜时刻，他和搭档、教
练深情相拥。“特别想流泪，但忍住了。”此刻，
二人收获的不仅仅是含金量十足的冠军，更
是久违的信心。带着这份突破，二人已经将
目标瞄准了巴黎奥运会。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西安9月24日电）

本报西安9月24日电（记者 苏娅

辉）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比赛今晚展开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争夺，汤星强、
谢震业、苏炳添和吴智强组成的联合队
以38秒50夺冠，苏炳添收获个人本届赛
事第二金。
率领奥运联合队以38秒50拿下男

子4×100米接力冠军后，苏炳添说对于
名次很满意。自2009年首次参加全运
会至今，苏炳添实现了4×100米接力四
连冠。下雨使得他们未能在跑道上热
身，比赛中跑得比较保守。“拿冠军就行，
冠军是对我们四个人包括替补队员最好
的回报。”接下来，苏炳添终于可以好好
歇歇了。
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梁小

静、葛曼棋、黄瑰芬、韦永丽组成的奥运联
合队以42秒72轻松夺冠。葛曼棋成为本
届全运会田径赛场的三冠王。女子20公
里竞走决赛，杨家玉以1小时27分14秒成
功卫冕，切阳什姐和杨柳静获得亚军和季
军，刘虹夺得第四名。据悉，这将是34岁
的老将刘虹生涯最后一场比赛。
男子跳高决赛中，天津选手武国彪以

2.20排名第四。由李松傲、闫志鹏、白家
睿、鞠天淇组成的天津男子4×400接力队
预赛排名第一挺进决赛。辽宁选手梁琪
以3分47秒98获得男子1500米冠军，安
徽选手王春雨以4分16秒61获得女子
1500米冠军，继800米后再夺一金。

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计时赛

天津薛铭一骑摘金

女子曲棍球联合队夺冠

天津代表团再添一金

李红：场场首发 表现上佳

中国式摔跤队取得佳绩

“昕雯”夺冠 天津男双无缘4强

本报西安9月24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运会
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今天进行，奥运组合许昕/刘诗雯以
4：2战胜王曼昱/曹巍，夺得冠军。孙闻/钱天一以3：2逆转
林高远/黄頴琦，获得季军。天津男双组合高杨/王楷博以
0：3不敌上海组合尚坤/赵子豪，无缘4强。
赛前提到王曼昱时，刘诗雯曾说：“以曼昱现在的能力，

他们相当于一对男双，我们会按照这个来准备。”而王曼昱
则说，要向“昕雯联播”组合学习。比赛异常激烈，第四局王
曼昱在接球时右腿受伤，久坐地上按揉右膝。在接受了短
暂的治疗后，她重新站起来投入比赛。上届全运会，王曼昱
曾搭档于子洋夺得混双冠军。本届全运会，王曼昱在女团、
女双、混双、女单四线作战，精力体力经受严峻考验。许昕/
刘诗雯抓住机会以4：2拿下比赛。这是许昕的第3个全运
会冠军（2009男双、2017男团），而刘诗雯则是全运会首冠。
樊振东、梁靖崑、王楚钦、刘丁硕挺进男单4强，半决赛

将捉对厮杀。陈梦、王曼昱、刘诗雯、孙颖莎携手挺进女单
4强。马龙/王楚钦决胜局 12：10险胜梁靖崑/周恺，闫
安/徐晨皓3：2爆冷淘汰樊振东/林高远，半决赛分别对阵
徐瑛彬/曹巍和尚坤/赵子豪。孙颖莎/孙铭阳和王曼昱/车
晓曦会师女双半决赛，王艺迪/陈幸同将与石洵瑶/蒯曼争
夺决赛资格。

苏炳添接力完美收官

汪顺全运会金牌达15枚

天津队选手殷小雯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