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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我市体育健儿在金
牌总数实现新突破、新增长、新跨越的同
时，反兴奋剂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
运动员管理单位克服困难，做足功课，确保
了十四运反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本届全运会反兴奋剂工作的成功，

主要得益于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以建立
健全制度建设为抓手，落实主体责任，确
保各项反兴奋剂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二是反兴奋剂管理工作层层落实到
人，形成网格化管理，明确各层级反兴奋
剂工作职责，加强管理和风险防控能
力。三是以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建立为
手段，开展反兴奋剂检查督导工作。四
是多维度加强兴奋剂风险防控，重点加
大十四运兴奋剂风险点排查，备战期间
总计实施检查260例。由反兴奋剂工作
领导小组对存在风险点的相关单位及时
开展谈话。五是严格执行兴奋剂检查，
增加威慑力及兴奋剂风险排查力度。六
是强化日常反兴奋剂教育，严格做好十
四运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工作，积极落实
强化反兴奋剂业务培训，组织所有参赛
单位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全覆盖、多轮
次、常态化的反兴奋剂教育，共进行了44
场线下反兴奋剂教育活动，参加人数共
计1247人。引导运动员树立积极正确的
比赛观和胜负观，有效提升运动员的自
律能力和防范意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
健康，维护和弘扬公平竞赛的体育道德
与精神。
在新的训练和备战周期，各运动员管理

单位更要认真把握反兴奋剂工作的新形势
和新任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推进反
兴奋剂工作综合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为加
快推进新时代体育强市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

第十四届全运会已于9月27日在陕西
省西安市胜利闭幕。津门健儿继东京奥运
会取得3金1铜的优异成绩后，在全运赛场
上继续奋力拼搏，再创佳绩，充分展现出天
津运动员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取得了竞技
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本次全运周期我市共有825名运动员

进行备战训练，475名运动员取得26个大
项143个小项的决赛资格，这是除天津全
运会外，我市全运会出组人数最多的一届
全运会。在全运会上，天津体育代表团在
竞技体育项目比赛中取得了18枚金牌、10
枚银牌、16枚铜牌的成绩，金牌总数创市
外全运会最好成绩，实现了天津竞技体育
的新突破、新增长、新跨越。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和良好的道德风尚，赛出了天津精神、
天津风格、天津水平，为天津争得了荣誉。
本届全运会上，天津体育代表团在传

统优势项目上表现依然强劲。天津女排第
四次获得了全运会金牌，为排球之城增添
了光彩。比赛中，天津女排表现出勇往直
前、永不服输、奋勇拼搏的城市精神，特别
是和江苏女排的决赛，打出了士气与风采，
让所有观看比赛的球迷无不为女排姑娘们
感到自豪和振奋。在设有5枚金牌的网球
项目上，天津运动员取得了4 枚金牌、2

枚银牌和1枚铜牌的骄人战绩。自行车和击
剑项目以前也是届届有金牌，这一次更是共
拿到4枚金牌。击剑运动员邵雅琦勇夺双
金，男子公路自行车选手张长晟冒雨奋战，拼
到最后，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
本届全运会，天津体育代表团还取得了

多项历史性突破。男女混合射箭项目最后决
一箭战胜奥运组合拿到金牌；刘帅获得空手
道比赛冠军；左菊在跆拳道比赛获得冠军；王
长浩、唐浩洋、董洁、梅笑寒等人在游泳大项
中均取得优异成绩，同时，男女双人跳水也都
突破了历史最好成绩。李晶晶、王珊珊、李红
则分别随奥运联合队夺得赛艇女子8人单桨
有舵手、女足、女子曲棍球金牌。
本届全运会，天津体育代表团派出了一

个老中青结合的阵容，比赛中，多位老将表
现神勇，发挥了带头作用。多次出征全运会
的35岁老将李喆，同时参加三个项目，最后
几天更是连续出场，最后靠着顽强的意志拿
下了2枚金牌和1枚银牌，为年轻队员树立
了榜样。足球名将王珊珊，代表国家队多次
出征重要的比赛，这次从东京奥运会回来隔
离之后，马上投入到十四运的比赛中，发挥
了老将定盘星作用，帮助奥运联合队取得冠
军，也为天津奉献了一枚宝贵的金牌。
老将坚守的同时，新人也不断涌现。19

岁的王长浩获得了男子100米蝶泳的冠军，
16岁的唐浩洋获得了马拉松游泳男子10公
里的亚军，高尔夫项目的丁文一、殷小雯等人
也只有十几岁。跆拳道运动员左菊，之前一
直在国家队训练，回到天津代表团以后，在全
运赛场上拼到了最后，最终夺得一枚宝贵的
金牌。曲棍球选手李红，作为联合队主力，同
样为球队夺冠立下汗马功劳。
获得了金牌的是英雄，那些没有获得

金牌付出努力的小将也是可圈可点的：在
吕小军因伤退出男子举重 81公斤级的角
逐后，另一位“00 后”小将刘焕华挺身而
出，凭借超越自身2021年度最佳成绩的重
量摘得该项目铜牌。跳水男子双人十米台
比赛中，天津组合黄子淦、杨凌表现出色夺
得银牌，这也是天津男子跳水在全运会历
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由老中青三代运动员构成的天津体育代

表团，朝气蓬勃，富有活力，为天津征战不畏艰
险，努力拼搏，展现出了为天津荣誉而战的信心
和决心。
同时，天津代表团始终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把从严要求贯穿始终，严格落实疫
情防护要求隔离措施，全运会赛风赛纪和
反兴奋剂工作成效显著，天津代表团获得
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竞技成绩、精神

文明和健康防护“三丰收”，向全市人民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总结本次全运会参赛的成功经验，主

要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是加强领导，注重顶
层设计；二是重点突出，注重交流合作；三
是目标明确，注重激励机制；四是提升实
力，注重科学训练；五是保障有力，注重体
医结合；六是坚定信念，注重思想教育；七
是严格管理，注重疫情防控；八是严肃纪
律，注重正风肃纪。
随着第十四届全运会的结束，天津体

育即将迎来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周期，也面
临着下届全运会的艰巨任务。全市体育系
统将以十四运会和东京奥运会取得的成绩
为新起点，精心落实“十四五”体育发展规
划，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我市
竞技体育的管理水平和整体实力，努力推
动全市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天津体育工作者要站在新的起点上，

再接再厉、奋发有为、顽强拼搏，以先进为
榜样，以崭新的工作面貌和奋发向上的昂
扬斗志，把天津全运精神转化为天津体育
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加快我市体育事
业发展、建设体育强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努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
再立新功。

█ 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董岳森：本届全运会网球项目

的比赛，天津网球队肩负着为天津体育争创佳绩的重任。

为此，天津网球中心一直将备战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并确

定了工作思路，即：储备精良、准备有序、摆正心态、放手一

搏！同时要求全员做到：赛前有准备、赛间有统计、赛后有

总结。本届全运会，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很多方面都和

过去不同。特别是刚刚结束了东京奥运会比赛任务的女

网队员，回国后面临着长达21天的隔离。长时间的封闭环

境，很容易让队员们产生情绪波动，没有教练没有陪打必

将影响到全运会备战的效果。这种情况下，中心积极开拓

思路，多方协调，各部门积极配合，努力将疫情封闭带来的

不利影响转变为了系统备战的有利因素。

█ 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陈华：成绩的背后，是运

动员、教练员的不懈努力，是中心班子团结一心攻坚克难，

是中心全体人员深刻贯彻落实党建工作引领业务工作的

效果体现。面对击剑项目运动成绩的严重滑坡，党总支推

动，击剑队党支部开展了“扬眉剑出鞘，齐心向前冲”党建

活动，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击剑队从管理到训练氛

围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行车队一年至少有八、九个

月在外地训练，教练员不能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生病的

爱人、襁褓中的孩子，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无私的付出和

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才有了今天天津自行车队公路组

的辉煌战绩。

█ 冬季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张仲权：原定于在陕西奥体中

心体育馆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击剑项目比赛，受疫情封闭

隔离和场地、时间的影响，临时改在天津举办。相比于四年的筹

备工作，要在严格的疫情防控下，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来完成，

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体育局党组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

与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通力合作，从筹办到比赛结束，仅仅

用了36天的时间胜利、圆满、高质量地完成了赛事承办任务。

█ 综合保障中心杨智：综保中心担负着天津备战全运会大部

分运动员、教练员的服务保障任务，肩负着参加开幕式团部工作

人员及“双先”代表集体、个人的疫情防控封闭任务。在局领导

亲自部署、正确领导下，综保中心圆满完成各项服务保障任务，得

到了局领导和其他委办局同志的肯定和表扬，同时得到了各中心的

充分认可，获得了“金牌保障 冠军标准”、“细致贴心助健儿 尽职尽

责不怕苦 ”、“ 托举金花绽放 竭诚服务保障”等赞许。

█ 天津射箭队主教练万兴化：天津射箭队是一支建队

时间较晚的队伍，相比于国内其他几支强队整体实力还有很

大差距，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主要依靠“落实、夯实、务实、踏

实”这8个字的具体执行、严格要求、认真管理。在备战中、在

比赛时，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冠军为目标、坚持天津射

箭队训练理念自信、技术自信。针对比赛中可能遇到强手的

困难有备而练，临近决赛期间，打破常规训练理论，赛前不但

不减量、不调整，反而制定了量与强度同时上的周训练计划，

最终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 天津自行车队公路组教练员张建立：公路自行车训练持

续时间长，骑行距离远，最后比拼的就是意志品质，锤炼的就是

健全人格。训练中运动员不知摔了多少次，淌了多少汗，流了多

少血。汗水流到伤口与血水混合那种疼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深

有体会，但我们的运动员已经习以为常，靠着顽强的意志品质和

战斗力一次次与伤病作斗争。在训练中我们始终秉持着从难、

从严、从实战出发的科学训练态度，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课。在

一次次困难险阻面前，我们迎难而上，最终走到了今天。

█ 天津游泳队教练员田斌：本次全运会周期起步阶段，天

津游泳队遇到了一些困难，队伍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态。于是，

在备战中，我们重新整合布局，根据全国水平强弱势项目以及人

员年龄层次，结合现有人员情况找到了突破口，确定了以王长浩

短距离自由泳、蝶泳，唐浩洋长距离自由泳为主要突破目标，中

距离蝶泳混合泳为第二重点突破目标的训练方向。本次天津体

育代表团在游泳项目的出色发挥，还得益于“澎湃计划”的实

施。这个计划实施的几年时间里，所选拔出来的许多孩子都在

全国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为天津游泳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天津网球队运动员李喆：因为疫情原因，本届全运会

的整体备战周期长，备战期间缺少国内外比赛实战的机会，也

给我们在及时了解对手情况上造成了不小的难度。中心领导

和教练组以身作则和运动员们一起观看近期的比赛技术录像

分析对手，同时制定周密的备战计划。在备战期间教练组根

据比赛可能遇到的情况，模仿比赛，精心设计，从细微处入手，

在训练难度、强度和实战中下功夫，真正诠释了“细节决定成

败”这句话，也让我在比赛中受益匪浅。

█ 天津女排队长姚迪：备战期间，我们的训练量非常

大，下午的正课要练到5个小时以上，每天出馆都是晚上8点

了，吃饭洗澡后，紧接着就是录像学习和治疗。但是，没有一

个人喊累，也没有人抱怨。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站上最

高的领奖台。我始终坚信，一支优秀的球队是靠大家来创造

的。集体项目没有单独的英雄，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位置上都

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才是集体项目的魅力所在。很幸运，我

们齐心协力，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 天津体育学院刘世军：自从2014年4月30日，天津市

体育局与天津体育学院签订共建协议，开展体教融合以来，经

过十三运周期的不断探索，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取得骄人成绩，

为天津市体育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研究型与科学训练型的

道路，同时也为高校的体育学科建设与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创

造了很好的研究平台。十四运新周期，我校作为天津市优秀

运动人才的培养基地，着眼于奥运战略，提高大学生运动员的

竞技水平，进一步探索推行体教融合政策，为国家培养全面发

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丰富学校办学理念、营造良好的学校体

育文化氛围、推动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

█ 霍元甲文武学校郎荣标：2018年天津市体育局成立

了天津空手道专业队，并在天津市体育局大力倡导、协调下，

在西青区政府大力支持下，于2019年，由天津市体育局和天

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天津市空手道项目市队区

办”协议书，由学校承担训练、管理任务。西青区政府每年拿

出一定资金，补充空手道队训练经费，开辟了天津市专业队联

合办队的新模式。市队区办能够发挥多方力量调动多方工作

积极因素，得到多方关心支持，也使各方有了工作压力，促进

项目水平不断提高，并最终获得良好的成绩，这也为其他

项目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方向。

█ 团泊豪迈（天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张旭：2018

年5月，在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市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大力

支持下，团泊豪迈体育公司正式成为天津高尔夫球队的共建

合作单位。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从男女队重新组建开始，团

泊豪迈体育公司积极配合天津市体育局和小球运动管理中

心，负责天津高尔夫球队参加国内重要比赛以及日常训练的

各类保障工作。公司始终遵循高尔夫球运动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的发展方式，通过以赛代练的科学模式，让更多的天津本土

年轻选手可以在家门口参加高水平比赛，最终为天津高尔夫

球队选拔和输送优秀的青少年后备人才。

第十四届全运会创市外全运会出组人数及金牌总数两项新高

天津体育实现新突破新增长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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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天津女排 排球女子成年组

█ 2.李喆 高鑫 网球男子双打

█ 3. 徐一璠 杨钊煊（北京）网球

女子双打

█ 4.李喆 网球男子单打

█ 5. 张春鸿 龙晓清 射箭混合反

曲弓团体

█ 6.王蔷 网球女子单打

█ 7.刘帅 空手道男子75公斤以上级
█ 8.梅笑寒 女子水球（联合队）

█ 9. 董洁 女子4×200米自由泳

接力（联合队）

█ 10. 李晶晶 赛艇女子八人单桨

有舵手（联合队）

█ 11.左菊 跆拳道女子49公斤以下级
█ 12.李红 女子曲棍球（联合队）

█ 13. 薛铭 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

计时赛

█ 14.王长浩 男子100米蝶泳

█ 15.王珊珊 足球女子成年组（联

合队）

█ 16. 张长晟 公路自行车男子个

人赛

█ 17. 邵雅琦 女子佩剑个人及团

体（联合队）

第14届全运会

天津代表团金牌榜

勠力同心 造就津彩时刻

克服困难多管齐下

反兴奋剂工作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