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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伙儿一鸣惊人 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王长浩百米蝶泳夺金

津耀三秦
天女胜辽宁 今与江苏争冠

国足30日热身叙利亚队

津门虎过招申花

高光人物

昨天夺得射箭混合团体金牌的龙晓清
和张春鸿，赛后向记者吐露心声。
“最初接触射箭是2010年，当时教练

选材，就是看看手臂之类的，然后留了电
话。我回家问爸妈，他们让我自己决定。
我带着表妹一起去的，她没有坚持下来。
我练得累了也有放弃的念头，但转念一想，
总得学点什么，这是一门技艺，是未来的出
路，就这样练下来了。”龙晓清说。
2013年，天津射箭队教练万兴化将龙

晓清带到天津。龙晓清说：“万教练就是我
的贵人，把我从小县城带到大城市见世
面。没有万教练，就没有我的今天。”从广
西桂林荔浦初来天津时，龙晓清觉得一切
都是新奇的。
在天津，龙晓清还遇到了她人生中很

重要的一个人——龚海芬。“她是50米排
名赛个人冠军，是天津射箭队第一个冠军，
是我的广西老乡，之前我们就见过，在天津
相遇很亲切，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还能
一起回家，我一点都不孤单了。2017年全
运会之前，她一直陪着我。在我练不动时，
她开导我。”
2017年天津全运会时，龙晓清/张春

鸿夺得铜牌，这让龙晓清对未来充满期
待。“之后入选国家队，感觉就是飞跃
了。虽然有时候还不太稳定，但信心提
升了。”东京奥运会上，龙晓清带着信心
出征，却遭遇重创。“事与愿违，希望越

大，失望越大。辛苦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
多，却什么都没得到。太难受了，也开始怀
疑自己。”
“直到回国隔离时，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思

考。奥运会不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后面还
有全运会，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她积极调整
恢复，感觉状态不错。
说起搭档张春鸿，龙晓清说：“他就是大

哥哥，但我是比他早来天津的。春鸿人很好，
挺沉稳的，平时也很逗。他一直在叮嘱我，
‘做好自己这支箭，想好就做，你可以的！’”

小时候爱玩弹弓的张春鸿，从电视里看
到射箭，就开始琢磨着用木棍之类的自己
做。“我在体校开始练篮球，看到射箭觉得很
酷、好玩就转型了。”真正练起来，他发现这和
他想象的并不一样。“很累，也挺枯燥。但我
还是坚持，因为当时业余体校一年只有一次
出去比赛的机会，只有成绩特别好才有机会
去，我就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013年底在南宁参加集训时，张春鸿被

万兴化教练选中。“2014年4月到天津队，当
时就觉得天津和我们北海不一样，这里好繁
华。”在这里，他见到了日后的搭档龙晓清。
已经28岁了，张春鸿开始考虑自己的未

来。一方面是工作，另一方面是生活。“每次
给家里打电话，我奶奶都在催我结婚，从未离
开这个话题。看来我真的要考虑个人感情问
题了。”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西安9月25日电）

本报讯（记者 顾颖）24日抵达上海
的天津津门虎队，昨天下午在康桥足球
训练基地，与上海申花进行了此行的第
一场热身赛，由于双方约定，上下半场结
束后，都要加赛点球，因此，这是一场很
难用一句话概括胜负的比赛，基本情况
是——上半时常规赛，双方0：0战平，加
赛点球，津门虎4：2取胜，其中方镜淇扑
出了莫雷诺的点球；下半时常规赛，双方
1：1战平，津门虎队进球的是石炎，申花
队则在终场前由阿德里安点球扳平，加
赛点球，申花4:3取胜，而这次点球大战，
为津门虎队镇守大门的滕尚坤，还代表
球队第一个主罚了点球，并干脆利落地
打进。假如计算总比分，津门虎胜出。
从过程能够看出，这场热身赛双方都

非常重视，拼抢也很积极，站在津门虎队
的角度，上半时对比赛节奏的把握和整体
发挥都好于下半时，尤其在门前创造出了
不少机会，体现了前期针对性训练的成
果。人员方面，申花队的4名外援，上下半
场各有两人登场，津门虎队则是上下半场
两套完全不同的阵容出战，不过只有维吉
诺维奇一名外援在上半时登场。可能与
天气骤变的原因有关，马格诺在球队出发
前一天不舒服，临时改变了行程，留在天
津休息调整，没有随队来上海。赛后，津
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对队员们的表现给
予了充分肯定，29日下午，球队将与申花
队再战一场。

今天，从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赛场传来捷
报，天津选手王长浩以51秒65的成绩获得男
子100米蝶泳冠军，并且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此前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
赛中，由王长浩和队友组成的天津男子接
力队排名第四位，和奖牌失之交臂。这次

经历并没有让王长浩失去信心，在个人项
目男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他的成绩非常
稳定，预赛排名第二，半决赛则排名第一
位，成为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

在今天晚上举行的男子100米蝶泳的
决赛中，王长浩的竞争对手是广东队的陈

俊儿和浙江队的李朱濠。比赛中三个人的争
夺非常激烈，王长浩前50米仅仅排在第四
位，不过最后50米他发起了冲刺，最终以微
弱优势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51秒65的
成绩，也刷新了王长浩的个人最好成绩。

对于王长浩这个名字，大多数人还是有
些陌生的。今年5月份进行的2021全国游泳
冠军赛上，他夺得了50米自由泳的亚军，要
知道这是19岁的王长浩首次在全国成人顶
级赛事中登上领奖台。本次全运会在不被看
好的情况下夺得金牌，对于王长浩来说是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
王长浩为天津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

上夺得了第15枚金牌，赛后小伙子这样表
示：“我在今天的比赛中比较冷静，因为和优
秀的选手竞争根本就没什么压力。能够拼出
这样的结果，当然非常开心，希望以后继续努
力，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在本次全运会的备战阶段，王长浩已经作
为队中的重点队员进行培养。不过来到西安
之后，王长浩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他的主管教练
田斌并没有对他失去信心，调整了他的训练，而
且对于王长浩的一些参赛项目进行了取舍，最
重要的就是力保男子100米蝶泳，最终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本报记者 申炜

（本报西安9月25日电）

本报西安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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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
育馆结束半决赛争夺，实力更胜一筹的天津女排发、扣、拦、
防、传全面发挥，3：0战胜老牌劲旅辽宁女排，晋级决赛，三
局比分为25：18、25：13和25：15。明天决赛，天津女排对阵
老对手江苏女排。
通过前一天积极治疗调整，天津女排主力队员李盈莹

和王媛媛得到一定恢复，今天与辽宁女排一役，她们都首发
出场，球队其他主力位置不变。而主力副攻颜妮缺席，让辽
宁女排网口优势明显下降。三局比赛，天津女排用发球有
效冲击自身一传体系并不稳固的辽宁女排，高质量拦防有
效遏制对手进攻，抓防反机会得分。而辽宁女排在天津女
排发球冲击下，一传受到冲击，进攻质量不高，整场比赛每
局局分都没有超过20分。天津女排发挥出自身优势，进攻
多点开花，直落三局战胜辽宁女排，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
赛，江苏女排3：1战胜上海女排。

本报讯（记者 赵睿）正在阿联酋沙
迦备战的中国队遭遇热身赛对手难觅的
瓶颈，目前确定的只有30日与叙利亚队
的一场比赛，与计划方案有一定差距。

有消息称，中国足协先后联系了至
少8个对手，由于这种热身安排在非国
际比赛日进行，各国联赛、杯赛都在正常
进行中，其国家队、俱乐部队都无暇抽
身，加之受疫情的影响，所以最终确定与
中国队过招儿的只有叙利亚队。只有一
场热身赛是少了些，但至少比9月份出
战澳、日之前无赛可打要好。

经过2天休整，中国队昨天进入集
训的新单元，未来的两周左右，教练组将
针对越南队、沙特队的战术特点，安排针
对性较强的训练。从前方传回的信息来
看，中日之战受伤的中后卫张琳芃已接
近痊愈，但为保险起见，教练组给张琳芃
的训练单独制订了计划，防止入籍球员
费南多因俱乐部方面操之过急而导致伤
情复发，大概率无缘12强赛前4轮比赛
的不幸事情再次发生。据悉，效力西班
牙人的武磊将在当地时间10月4日抵达
沙迦。
另据了解，中国队在战术打法、用人

思路上可能会有一些转变，尤其是对越
南这样的东南亚球队，或将重拾以往一
些行之有效的战术打法，例如速度、头球
上的优势等。12强赛每场比赛都很重
要，然而，打越南队万万不容有失，否则
的话中国队上下将面临空前的压力。

闫志鹏帮助
天津队斩获男子
4×400米接力银
牌，这是他参加
的第二届全运
会，也可能是最
后一届。走下领
奖台，他将银牌
挂在了相恋七年
的女朋友金萍萍
的脖子上，单膝
跪地现场求婚，
金萍萍眼含热泪
点头答应。
比 赛 结 束

后，闫志鹏和天
津标枪选手金萍
萍深情相拥。在
田径场内，在自
己创造了天津接力全运会历史的盛大舞台上，在哗啦啦的
雨水中，闫志鹏单膝跪地现场求婚。经历七年爱情长跑，二
人将在10月步入婚姻殿堂。
闫志鹏说：“第二次参加全运会拼到银牌，完美收官。

我和金萍萍一同征战全运会，都可能是最后一届。赛前互
相鼓励，保持平常心，尽力去拼，不留遗憾。作为一名运动
员，这枚全运会银牌，是我能拿得出手的最贵重的礼物。”
“对我来说，这枚银牌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这个是他拼搏的
见证，也是这么多年付出的回报。”幸福之情溢于言表，金萍
萍眼里有泪，脸上有笑。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西安9月25日电）

接力赛亚军现场求婚

女足联合队夺冠 天津再添一金

联合队在全运会上如愿夺冠，队长王珊
珊也为天津体育代表团夺得了一枚金牌。
对此，这位老将这样告诉记者：“这是我参加
的第四届全运会了，最终拿到了一枚金牌，
也算是很圆满了。”
能够为天津夺得一枚金牌，在王珊珊

看来非常开心，“对我来说还是一种荣誉
感，天津培养了我，能够为天津代表团拿一
块金牌，是非常荣幸的。”前三届全运会，王
珊珊都代表天津队出战，但都和冠军失之
交臂，这次对她来说也算是一种非常圆满
的结果。
这次全运会上，王珊珊从前锋回撤到

了中卫位置上，她的出色表现让后防线稳
固了许多。对此，王珊珊表示：“其实也是
根据对手的不同特点，球队有不同的安
排。教练和我有过沟通，希望在需要的时
候让我踢后卫，能够带动大家。作为队员，

我无条件遵守教练的布置和安排。”
尽管此前从没有踢过中卫，不过和上

海女足的决赛中，王珊珊依靠出色的位置
感和技术优势，让对方前锋没有占得半点
便宜。王珊珊说：“我们毕竟是国家队，还
是需要有一种自信的，这样才能打出我们
的精神和气势。”
在谈到自己此刻心情的时候，王珊珊

表示：“感谢天津的球迷和所有支持我的
人，让我拿到了这枚金牌。无论我在哪里，
我都希望能够代表天津拿到金牌，自己要
为天津这座城市争光。”

本报记者 申炜 摄影 马成

（本报西安9月25日电）

本报西安9月25日电（记者 申炜）今
晚，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项目女足成人组
进行了最后的决赛，联合队1：0击败了上
海队，如愿取得冠军。根据本届全运会规
则，王珊珊为天津代表团夺得了一枚宝贵
的金牌。
尽管联合队主教练水庆霞一直都在上

海女足执教，但面对老部下，她还是不敢掉
以轻心。这场决赛，王珊珊依然佩戴队长
袖标出场，被固定在中卫位置上，体现了水
庆霞对于防守的重视程度。
比赛开始后，联合队很快就占据了场

上优势，无论传控数据还是射门次数都高

于上海队。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联合队
的中场核心王霜策动进攻，王妍雯边路突
破后传出威胁球，中路包抄的肖裕仪左脚
抽射破门，取得了1：0的领先。
接下来的比赛中，上海队创造出了几次

不错的破门机会，不过最终都没有把握住。
随着天降大雨，双方球员出现了体能下降的
情况，再也无力破门。相比较东京奥运会的
比赛，联合队这次在全运会上已经逐渐恢复

了自信，球队在半决赛和决赛中的表现都基本
上让人满意，这背后水庆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
作用。
在全运会比赛结束后，联合队将暂时解

散，中国女足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就是寻找一
位合适的主帅人选。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水庆霞在危难时刻接过了执教中国女足的重
任，最终率领球队在全运会上走出低谷，无疑
是最合适的人选。

王珊珊：为天津夺金很荣幸

“春晓组合”创造惊喜

本报西安9月25日电（记者 苏娅辉）第十四届全
运会田径男子 4×400 米接力今晚在雨中进行，由李松
傲、闫志鹏、白家睿、鞠天淇组成的天津队，以3分05秒
02的成绩夺得银牌。四川队以3分04秒27夺冠，山东队
3分05秒53摘铜。
闫志鹏、白家睿第二次参加全运会，李松傲、鞠天淇

首次参加全运会，个人无人进入决赛。这样一支队伍，
赛前并不被看好。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伙子们以预
赛排名第一挺进决赛。预赛后，小伙子们互相鼓励并提
醒，不要有任何想法，不要想名次，就是去拼最好成绩。
今晚的决赛在大雨中进行，小伙子们再次刷新最好成绩
摘银。汗水和着雨水，小伙子们用银牌洗刷了连日来笼罩
在天津田径队的阴霾。
第四棒上演大逆转的鞠天淇只有19岁，练田径不过

短短三年。“我知道第四棒意味着什么，教练和队友把这
么重要的一棒交给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之
前也担心，怕自己完成不好。事实证明，我没有辜负大
家的期望。银牌是对我的激励，但还是有遗憾，期待在
下一次比赛中去弥补。”鞠天淇说，天津男子400米的大
旗，他愿意去扛。
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400米个人冠军、接力季军陈建

新，如今已经成为教练，阵容中李松傲和闫志鹏都是他的队
员。受名额所限，他无法进入运动员村，每天通过视频指导
队员。看台上，看着弟子创造佳绩，他激动地握拳呐喊。“赛
前我就叮嘱他们，放平心态。队员们比我们当年的成绩好，
他们顶住压力拼到银牌，真的非常不容易。”陈建新笑称，
已经被后浪拍在沙滩上。白家睿和鞠天淇都是郭长林教练
的弟子，据跳高名将王臣透露，赛前一晚郭教练几乎没睡。
比赛结束后，王臣提议大家一起把奖牌挂在郭教练脖子上，
所有人拥抱在一起庆祝。

男子4×400米接力摘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