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总结本届全运会

新时代呈现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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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2021三秦之光

决赛3：1力克卫冕冠军江苏

全运四问鼎 天女尽欢颜

现场直击

津耀三秦

津门虎外援卡达尔归来

发布厅

张长晟一骑圆梦 金牌献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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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9月26日电（记者 申炜）今天，第十四届全运会
游泳项目进行了最后一天的比赛。在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
中，天津选手王长浩以22秒06的成绩获得了一枚银牌。
在前一天的比赛中，19岁的王长浩赢得了100米蝶泳

的金牌，50米自由泳同样是他的强项。在比赛中，王长浩
发挥出色，他最终以22秒06的成绩排名第二位，为天津代
表团再添一枚银牌。这个项目的金牌被广东选手余贺新夺
得，21秒68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另外一名天津选
手杨金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
两天之内，王长浩收获了一金一银，对此他这样表示：“这

次全运会最大收获还是经验上的，争取下次比赛还可以提
高。今天这一枪总体感觉还不错，已经发挥出了最好水
平。全运会比赛结束后，我还是应该放平心态，把训练做
好，争取更好的成绩。”
通过全运会的比赛，王长浩已经成了泳坛冉冉升起的

新星。谈到自己的目标，他这样说：“还是想进入国家队，这
次比赛成绩不错，是因为训练刻苦，和教练有着很好的沟
通，才取得这样的成绩。拿了冠军不等于自己水平有多高，
只能算是中上等，因为距离纪录还很远。”
王长浩告诉记者，在前一天举行的100米蝶泳决赛中，

后面50米已经游不动了。“既然想要取得好成绩，还是应该
坚持下去。最近两天的赛事比较密集，肯定会带来挑战。
所以一定要磨炼自己连续作战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
以后碰到大型赛事时会非常吃亏。”

本报讯（记者 顾颖）卡达尔回来
了。昨天午后，津门虎队的匈牙利外援
卡达尔，在结束了假期之后，从德国法兰
克福飞抵上海，完成了入境手续，已于傍
晚进入指定酒店，开始为期14天的医学
观察隔离。
从时间上推算，卡达尔这一阶段的

隔离，将在10月10日傍晚结束，之后还
需要再进行为期一周的自我观察隔离，
才能正式归队开始正常训练。另一名外
援伊洛基，则将在当地时间本月30日下
午从法国出发，10月1日一早降落广州
白云机场，他完成医学观察隔离和自我
观察隔离的时间是10月22日。随着他
们的陆续归来，津门虎队参加中超联赛
第二阶段比赛的人员也就齐整了，而假
如10月中旬开始的足协杯赛，津门虎队
能够在第一轮比赛中过关，理论上卡达
尔也能够比较早地充实到阵容中来。
在前天与申花队进行完此次上海之

行的第一场热身赛后，津门虎队昨天给
全队放假一天进行休息调整，只要在规
定时间返回下榻酒店即可。这样的安
排，主要是考虑到，球队在29日与申花
队进行完第二场热身赛、30日返回天津
后，计划只在10月1日放一天假，然后就
要进行足协杯赛的备战，其间还要和北
京国安队打一场热身赛，所谓的“国庆小
长假”，大家是没有的。
本月底，中国足协将通过网络视频

会议的方式，进行足协杯赛抽签，届时，
16支中超球队、9支中甲球队、6支乙级
球队、1支中冠球队，才能真正明晰各自
进入的赛区、首轮交锋的对手和整体的
“晋级路线图”。津门虎队最近也在持续
关注与足协杯赛相关的动态，以便做好
下一步准备。

今天，在陕西商洛举行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赛决赛中，天津
队选手张长晟以4小时22分28秒的成绩
获得冠军，这也是天津体育代表团在本届
全运会上的第17枚金牌，同时也是在该项
目上首次获得全运会的冠军。
191公里的距离，持续不断的大雨模

糊着视线，湿滑险阻的路面在高速骑行中
必须小心翼翼。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
下，首次参加全运会的23岁天津选手张长
晟一路突围，率先冲过终点线，也兑现了赛
前许下的带妈妈登上领奖台的诺言。而这
枚金牌，也是他送给远在天堂的父亲、自行
车名将张浩的礼物。
当初因为好奇，张长晟选择了练习射

箭，仅仅过了一年多，赶上天津自行车队
选人。教练一眼相中他，而他也是毫不
犹豫就转项了。短短 3年时间，他便夺
得全国冠军赛个人铜牌和全国锦标赛团
体银牌，去年10月份入选了国家队。今
年，张长晟迎来了自己的首次全运会之
旅，他表示：“不紧张，我是初生牛犊不怕
虎，就是放开去拼。”
全运会赛前，张长晟的重点是在团体

赛上，以天津队的整体实力来说，站上领奖
台不成问题。但阴差阳错，他们最终获得
第4名。“确实非常遗憾，教练、队友、家人
都在鼓励我，让我别有顾虑。说实话，今天
完全没想到能拿金牌，主要就是昨天憋着
的那股劲，今天都爆发出来了，包括运气也
好。”100人同时发车，又是雨战，首先要保
证自己不摔倒，还要防着被别人带倒，也难
怪他会提到运气。
其实，张长晟还是有实力做保障。60

公里处，有7人从大部队突围形成第一集

团，他位列其中，此后一直未掉队。最后
20公里处，他和湖南选手陈利斌再度突
围，第一集团成为二人的对
决。最后200米处，张长晟甩
掉对手，以4小时22分28秒创
个人最好成绩率先冲过终点。
冲过终点下车时，他的腿、胳膊
都已经严重抽筋。
191公里，4个多小时的飞

速骑行，张长晟靠着6根能量
棒、4壶（每壶500毫升）水的补
给和着雨水、汗水一同入肚，就
这样挺过了全程。对于公路自
行车运动员来说，风餐露宿、风
雨无阻是常态。“经常一天骑行
将近300公里，量不大时一周
差不多也要将近800公里。中
午从食堂带点面包和香蕉，边

骑边吃。”这样的生活是孤独的，每次感觉练
不动的时候，张长晟就会把队友、对手当做目
标，带着“要超过他们”的信念，咬牙骑过每一
寸路面。
24日，薛铭夺得男子个人计时赛冠军

后，张长晟和队友们一起摸了摸金牌。“我也
很想拿金牌，现在梦想成真了。薛铭是纯实
力，我这是运气。”获胜时刻，张长晟和妈妈紧
紧拥抱，妈妈喜极而泣，母子一同登上领奖
台。“赛前我就给妈妈承诺了，一定带她登上
领奖台。当时我想的是团体赛，没想到居然
是今天个人赛。”张长晟说，这枚金牌是送给
妈妈的礼物。“这么多年，妈妈一个人含辛茹
苦把我拉扯大太不容易。”说这些的时候，小
伙子有些动情。这枚金牌，同样是送给远在
天堂的爸爸的礼物。八运会时，张浩曾夺得
铜牌。在张长晟年幼时，张浩因车祸不幸离
世。如今，儿子已长大，替他圆了冠军梦。
从进入国家队开始，张长晟就从来没

有放过假，但他没有停下来的想法。他已
经将目标瞄向了明年的亚运会，他期待着
为国争光。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西安9月26日电)

本报讯（记者 赵睿）阿联酋当地时
间周四，中国队将与到访的叙利亚队进
行12强赛第三轮、第四轮比赛开始前的
唯一一场高质量热身。据悉，中叙热身
李铁会让尽可能多的队员上场找一找比
赛感觉，帮助队员进一步提高竞技状态。
由于前一阶段训练上量，队中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伤病，其中韦世豪、池忠国的
身体反应比较大，过去几天一直在调整恢
复，但影响到10月7日、12日两场世预赛
的可能性较小。右后卫王刚恢复还需要
几天，问题也不是太大，老将张琳芃的情
况日渐好转。据助理教练忻峰介绍，经过
队内两场分组对抗赛，队员状态“感觉是
越来越好”。接下来与叙利亚队的交锋，
既是展示训练成效的“汇报表演”，也是让
大部分队员提高状态的良机。
其实，队员身体有些伤病对于球队

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中国队
教练组在此次西行前就把各种原因导致
的“减员”问题考虑到了，队伍人数能够
应对伤病情况，对训练和比赛不会构成
特别大的影响。当然，如果关键位置上
的关键队员出现无法登场的情况则另当
别论。目前对中国队构成较大威胁的是
心理疲劳，毕竟国脚一直在封闭环境中
训练、比赛、再训练，周而复始，没有特别
有效的心理调控方式，容易积累负面情
绪。中国足球过往几次试图通过长期集
训的方式打好世预赛、奥预赛，最终都功
亏一篑，这个问题应当引起中国队高层
的重视。

本报西安9月26日电（记者 申炜）在陕西举行的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已经接近尾声，今天下午举行的闭幕式前
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官员对本届全运会的
特色和亮点进行了总结。
本次全运会精彩纷呈、亮点频频，受关注程度无疑是最

高的一次。对此，国家体育总局认为，比赛竞争激烈、表现
优异，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本
届全运会获得奖牌和名次的代表团数量较上届大幅度增
加，展现了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格局。
本届全运会周期，在各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努力

下，多个项目创造了一批好成绩。截至发布会前，射击、举
重项目9人1队12次超12项世界纪录，田径项目1队1次创
1项亚洲纪录，射击、场地自行车、举重、田径、攀岩、游泳项
目13人7队22次创22项全国纪录，举重项目7人10次创10
项全国青年纪录。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一大批冠军回国隔离期间坚

持训练，科学调整竞技状态。苏炳添、侯志慧、马龙、全红婵
等在全运会上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展现了中国速度、中国
力量、中国水平。一批“00后”“05后”小将展现出了挑战奥
运冠军、超越世界纪录的强大实力，上演了“青春风暴”，运
动员们超越自我的事例比比皆是。

本报西安9月26日电（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勇 孙震）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
成年组决赛今天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
馆落幕。天津女排3：1战胜实力强劲的江
苏女排，夺得冠军，这也是天津女排继
2005年十运会、2009年十一运会、2013年
十二运会后第四次站在全运会最高领奖台

上，四局比分分别为25：19、18：25、25：18
和25：17。
这场津苏对决异常精彩，高难度救球、

拦防，多回合防反较量，快速流畅的进攻让
现场观众大呼过瘾。首局，天津女排率先
进入状态，用强有力发球有效冲击江苏女
排一传，拉开分数差距。虽然局末阶段江

苏女排顽强追分，无奈分差过大，天津女排以
25：19先赢一局。第二局，江苏女排提升发
球攻击性，给天津女排一传造成冲击，加快进
攻节奏的她们令天津女排攻防两端很不适
应，以25：18扳回一局。随后两局，天津女排
明显加强发球攻击性，带动拦防战术充分发
挥，抓防反机会得分，连胜两局获得胜利。值
得一提的是，第四局局末阶段，天津女排先是
由接应杨艺、主攻李盈莹拦网得分，接着由李
盈莹打探头球拿下全场最后一分，天津女排
连得3分，相当精彩。夺冠那一刻，天津女排
姑娘们忘情一跃、挥舞双拳，为这场来之不易
的胜利欢庆，在主教练王宝泉带领下振臂高
呼：“我们是冠军！”
之前的循环赛，天津女排曾苦战五局

憾负江苏女排。再度交锋，天津女排在发
球、一传、进攻、拦网、防守环节均有所发
挥，尤其是获胜的三局，每局后半程，天津
女排往往能把国手副攻组合袁心玥、王媛
媛的网口高度优势体现出来，二传姚迪组
织分配球更为合理，有效把副攻线快攻威
力释放出来。在其合理调配下，主攻线李
盈莹、王艺竹快速高点进攻效率也更高，屡
屡突破江苏女排严密防守。
虽然江苏女排获得亚军，但她们同样用

精彩的表现征服了全场观众，各项技术也是
冠军级表现。这场决赛无疑是本届全运会女
排成年组决赛阶段最为精彩、激烈的比赛，精
彩画面层出不穷，让守在电视机前的全国女
排球迷兴奋不已。

本报西安9月26日电（记者 苏娅辉）三届全运会，8
年的漫长时光，那个初登全运会赛场时只有 16岁的少
年，三度闯入男单决赛，终于在今晚圆梦。4：0轻取刘丁
硕，樊振东夺得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单冠军，成为男单、男
团双冠王。
男单半决赛，做好了打决胜局准备的樊振东4：0横扫

梁靖崑，连续三届全运会打进男单决赛。他说，只要还在
场上，每一分都要全力以赴，每一场都是重新开始，决赛还
是做好最困难最艰苦的准备。又一个4：0，樊振东赢的没
有悬念。三届全运会，前两届决赛均不敌马龙，这一次终圆
男单冠军梦，樊振东没有想象中的狂喜。他握了握拳，随后
向观众挥手致意。被教练“举高高”的那一刻，他露出了熟
悉的笑容，在场边收拾球包时依然异常平静。男单铜牌争
夺战中，梁靖崑以3：0完胜王楚钦。

作为本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年龄最大
的主教练，王宝泉今天率队第四次站在全运
会最高领奖台上，戴着金灿灿的奖牌，这位
老帅露出开心笑容，眼眶中也噙着泪花，他
说自己从2019年女排世界杯期间接手天津
女排，两年来与队伍风雨同舟，尤其是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队员们克服各种困难，积极
与从东京奥运会归来的国手战术磨合。他
动情地表示：“大家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赛后，王宝泉直言：“我第一次拿全运

会冠军时特别激动，掉了眼泪。这是第四

个冠军，感觉不一样，这些队员条件非常
好，不拿到冠军真的可惜了，所以能带领她
们拿到冠军，我感觉非常高兴。”
这块应该是天津体育代表团本届全运

会分量最重的冠军奖牌。六次率领天津女
排征战全运会，四次带队夺冠，在全运会带
队成绩上，王宝泉无疑独步全国。
天津女排风雨彩虹，天津因你而骄傲，

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今天因你而更加绚
烂、美丽。 本报记者 梁斌

（本报西安9月26日电）

国脚心理疲劳须重视

王宝泉 再夺金牌笑中带泪

王长浩收获50米自银牌

樊振东终圆男单冠军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