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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奥运会上，辽宁省运动员
共有29人获得28枚金牌，位列全国
第一。本届东京奥运会，有27名辽
宁运动健儿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
征，将参加 15 个大项、20 个小项的
角逐。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努
力践行国家‘奥运争光’战略，在奥
运赛场为祖国争光、为辽宁添彩。”7
月18日下午，省体育局负责人向记
者说道，“在东京奥运赛场，辽宁运
动员要全力拼争2至4枚金牌。”

出征东京奥运会的 27 名辽宁
健儿，分布于“三大球”、羽毛球、重
竞技、田径、游泳、水上、曲棍球、射
击、自行车、艺术体操、现代五项等
项目。“项目相对集中，‘三大球’、
田径、羽毛球等项目，是我省的传
统优势项目，辽宁运动员在这些项
目上多次获得奥运冠军。”该负责
人表示，征战东京奥运会，我省主

要运动员的夺金点也多集中于这
些项目。

细数辽宁运动员征战东京奥
运会的奖牌点、金牌点，多达 10 个
左右——徐菲在女子赛艇 8 人艇、
崔晓桐在女子赛艇4人艇，丁霞、颜
妮、刘晏含在女排项目，刘洋在男
子体操吊环项目，周凤与孙亚楠在
女子摔跤项目，郑姝音在女子跆拳
道项目，李俊慧在羽毛球男双项
目，肖嘉芮萱在女子手枪项目，都
有机会冲击奖牌。另外，在男子三
级跳远、女子自由泳长距离项目
上，辽宁运动员朱亚明、王简嘉禾
将全力拼争好成绩。

近年来，省体育局在国家奥运
争光战略的框架下，提出竞技体育

“三发展”理念，强化有影响力战略
——重点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项
目、发展在群众中适合开展的项
目、发展历史上为辽宁争过光的项

目；重点发展“三大球”及田径、游
泳等在国际赛场有影响力的项目。

27 名征战东京奥运会的辽宁
健儿中，“三大球”运动员多达6人，
其中女排队员 3 人，中国女排拥有
夺冠实力；摔跤、跆拳道等重竞技
项目上 3 人，3 人都具备冲金实力；
水上项目 3 人，其中赛艇的 2 个项
目夺金概率较高。此外，在羽毛
球、田径、游泳等项目上，我省运动
员同样具备不菲实力，或将给我们
带来欣喜……

众所周知，“奥运争光”战略是
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竞技体育发
展需要历史传承，需要久久为功。

“辽宁体育将勇担‘奥运争光’使
命，力争在传统优势项目上表现出
色，在‘三大球’及田径、游泳等有
影响力的项目上持续发力，努力为
国家做出新的贡献。”该负责人如
是说。

在传统优势项目和有影响力项目上出击

“奥运争光”战略下展现
辽宁力量

本报记者 朱才威

从 1984 年的洛杉矶到 2016 年
的里约热内卢，在中国代表团征战
奥运会的历史上，辽宁运动员共有
29人夺得28枚奥运金牌，这一数字
位列全国第一。

在许海峰为中国代表团实现
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两天后，同样
是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年
仅 19 岁的李玉伟在 50 米移动靶标
准速比赛中打出587环，夺得冠军，
他也成为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
辽宁运动员。

在当届奥运会上，还有两位辽
宁运动员登上了冠军领奖台——
男子举重 67.5 公斤级的姚景远和
中国女排队员姜英。在中国代表
团获得的15枚金牌里，辽宁运动员
贡献了 3 枚，而射击、举重和女排，
此后仍是辽宁运动员在奥运会的

“金牌大户”。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王

义夫摘得男子气手枪金牌，庄晓岩
夺得女子柔道 72 公斤以上级冠
军。在女子10公里竞走比赛中，因
为对手在临近终点前被罚下，陈跃
玲在最后时刻逆袭成功，成为第一
位在奥运会田径赛场上夺得金牌

的中国选手。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孙福

明在女子柔道 72 公斤以上级比赛
中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当届
奥运会的首金。田径赛场，“东方
神鹿”王军霞在女子5000米比赛中
以绝对优势夺金。

2000年悉尼奥运会，袁华为中
国代表团实现女子柔道 72 公斤以
上级奥运“三连冠”。丁美媛在女
子举重 75 公斤以上级比赛中折
桂。乒乓球赛场，正值巅峰期的王
楠包揽乒乓球女单、女双两枚金
牌。最富戏剧性的一枚金牌出现
在女子20公里竞走赛场上，在第一
集团的 3 名选手都被罚下的情况
下，坚持到最后的王丽萍第一个冲
过终点。

2004年雅典奥运会，王义夫时
隔 12 年在男子气手枪项目上再夺
金牌，王楠则在乒乓球女双比赛中
卫冕成功。29岁的张宁大器晚成，
夺得羽毛球女单金牌。最振奋人
心的金牌来自排球赛场，中国女排
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以3∶2逆转俄
罗斯队，时隔20年再度摘得奥运会
金牌，那支中国女排有辽宁运动员

张越红、刘亚男和杨昊。
2008年北京奥运会，王楠和郭

跃随中国女队夺得乒乓球女团金
牌，王楠也以 4 枚金牌成为迄今为
止夺得奥运会金牌最多的辽宁运
动员。羽毛球赛场，张宁在女单决
赛中卫冕成功，杜婧/于洋女双夺
魁。杨秀丽则在女子柔道 78 公斤
级比赛中夺得冠军。在为中国队
夺得女子四人双桨比赛金牌的阵
容中，唐宾和张杨杨均来自辽宁。
在首次进入奥运会的女子自由式
摔跤项目中，王娇夺得72公斤级冠
军。辽宁选手夺得 6 枚金牌，创单
届奥运会新高。

2012年伦敦奥运会，郭跃与队
友们卫冕乒乓球女团项目金牌。
在击剑赛场，中国女子重剑队首
夺奥运金牌，队员李娜和孙玉洁来
自辽宁。

2016年里约奥运会，郑姝音在
女子67 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一路过
关斩将拿到冠军，为辽宁体育打
开 了 跆 拳 道 项 目 的 奥 运 金 牌 账
户。中国女排第三次获得奥运金
牌，主力队员丁霞、颜妮来自辽宁
女排。

共有29人夺得28枚奥运金牌

盘点奥运赛场上的辽宁荣耀
本报记者 李 翔

东京奥运会上，辽宁运动员
在 9 个大项上有 10 余个夺金点，
相关比赛时间值得留意关注。

7月 27日 7时 30分（北京
时间，下同），赛艇女子四人双
桨比赛，崔晓桐将与队友一起
向金牌发起冲击，力争为辽宁
体育军团打响头炮；18 时，跆拳
道女子 67 公斤以上级决赛，里
约奥运会金牌得主郑姝音为卫
冕而战。

7月 28日 9时 30分，被寄
予厚望的小将王简嘉禾将出战女
子1500米自由泳。

7月29日8时，女子25米运
动手枪比赛，辽宁女将肖嘉芮萱
具有冲击奖牌乃至金牌的实力。

7月 30日 7时 45分，徐菲
将与队友在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
舵手比赛中亮相，吹响冲击冠军
的号角。

7月 31日 9时 30分，王简
嘉禾出战女子 800 米自由泳；17

时，在羽毛球男双比赛中，辽宁
选手李俊慧和队友刘雨辰组成
的“双塔组合”将全力捍卫国羽
的荣誉。

8月2日16时，体操男子吊
环比赛展开角逐，状态正佳的刘
洋将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8月3日17时15分，女子自
由式摔跤 68 公斤级比赛将拉开
战幕，2014、2018 年 两 届 亚 运
会 冠 军 得 主 周 凤第二次出战奥
运会。

8月 5日 8时，朱亚明将在
男子三级跳远比赛中亮相。

8月 7日 17时 45分，里约
奥运会铜牌得主孙亚楠出战女子
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比赛，她的
目标是把奖牌换个颜色。

8月 8日 12时 30分，东京
奥运会的重头戏——女排决赛将
精彩上演，丁霞、颜妮和刘晏含将
与队友一道力争实现卫冕奥运会
金牌的梦想。

东京奥运会17天赛程

锁定辽宁健儿的冲金时刻
本报记者 李 翔

中国女子四人双桨队曾在奥
运赛场留下里程碑式的印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由唐宾、金
紫薇、奚爱华、张杨杨组成的女
子四人双桨队在决赛中逆转夺
冠，为中国赛艇队实现了金牌零
的突破。

从 2019年开始配合，由崔晓
桐、吕扬、张灵和陈云霞组成的中
国女子四人双桨队在赛场上几乎
保持全胜。东京奥运会上，除了
荷兰队之外，其他队伍很难给她
们造成太大威胁。

2016 年里约奥运会，郑姝音
在决赛击败墨西哥选手埃斯皮诺
萨夺冠。在东京奥运会周期，英
国选手比安卡一直是郑姝音的主
要竞争对手。

此前在亚洲难觅对手、屡创
纪录的王简嘉禾首度出征奥运
会，外界对于她的期待值极高。
但平心而论，王简嘉禾想要登上
奥运会最高领奖台并不容易，她
最大的对手是美国游泳名将莱德
茨基。莱德茨基 15 岁就在伦敦
奥运会摘金，2016 年里约奥运会
更是包揽4金1银，并打破两项世
界纪录。莱德茨基目前是女子自
由泳 400 米、800 米、1500 米世界
纪录的保持者，是王简嘉禾直接
的竞争对手。

女子 25米气手枪比赛，中国
选手中最有希望夺金的是选拔
赛上超过世界纪录的熊亚瑄。
两名印度选手钦基·亚达夫和拉
希·萨尔诺巴特也具备夺冠实
力。对于辽宁女将肖嘉芮萱来
说，获得一枚奖牌是比较现实的

目标。
女子赛艇八人单桨有舵手项

目虽然只有7支队伍拿到奥运资
格，但是每支队伍都具备争冠实
力。美国队、英国队、澳大利亚
队、新西兰队、荷兰队、罗马尼亚
队的实力都很强悍，徐菲和队友
想要夺冠并非易事。

羽毛球男双赛场，印尼组合
吉迪恩/苏卡穆约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热门。两位丹麦老将摩根
森/鲍伊以及东道主日本选手嘉
村健士/园田启悟也实力不俗，李
俊慧/刘雨辰的主要目标是夺取
一枚奖牌。

男子吊环比赛项目，刘洋的
主要竞争对手是希腊名将佩德罗
尼亚斯，后者也是里约奥运会男
子吊环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刘洋
的难度分要稍微高一些，这是他
的优势。

东京奥运会女子摔跤级别
由 4 个增至 6 个，这为中国女队
带来了新的机遇。不过，女子摔
跤一直是东道主日本队的优势
项目，周凤和孙亚楠将面临严峻
的考验。

男子三级跳项目最具统治力
的美国选手泰勒因伤无缘东京奥
运会，让朱亚明冲击奖牌的希望
增加了几分。不过，今年曾在室
内赛跳出 18.07 米成绩的布基纳
法索选手赞戈是夺冠热门。

女子排球项目，中国女排力
争卫冕，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
和巴西等球队是强劲的对手，中
国女排想要历史上首度卫冕奥运
冠军，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冲金路上的“拦路虎”
本报记者 李 翔

7 月 14 日，东京奥运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确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
777 人，其中运动员 431 人。这
431 名运动员中，我省注册运动
员 27 人（其中，非辽宁籍 3 人），
注册在外省市的辽宁籍运动员
17人。

辽宁籍运动员合计 41 人参
赛，约占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
人数的 1/10。此外，我省还有 16
名教练员、官员出征奥运会。

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统计，
辽宁运动员的参赛人数在全国
排名第六，位列广东、山东、江
苏、浙江、上海之后。在北方地
区，我省参赛人数仅落后于山东
省，远远多于其他省份（黑龙江 3
人、吉林 7 人、内蒙古 5 人、北京
18人、天津16人、河北11人）。

我省征战东京奥运会的 27
名运动员中，有 23 名女运动员、

4 名男运动员，其中 17 人为首次
征战奥运会；年龄最大的为女
排队员颜妮，34 岁；年龄最小的
为女子游泳运动员王简嘉禾，
19 岁。

这27名运动员来自省内9市
及河北、河南、内蒙古。其中，大
连5人、鞍山5人、丹东3人、沈阳
2 人、营口 3 人、抚顺 2 人、盘锦 2
人、辽阳1人、朝阳1人，非辽宁籍
运动员中，河北1人、内蒙古1人、
河南1人。

此外，注册在外省市的 17名
辽宁籍运动员将参加东京奥运
会乒乓球、赛艇、举重、帆板、篮
球、足球、皮划艇、跆拳道等 12
个大项、16 个小项比赛。其中，
马龙、刘诗雯、李雯雯、赵帅等
具有夺冠实力。奥运赛场，举
国一盘棋，这 17 名辽宁籍运动
员也是辽宁体育对中国体育的
一大贡献。

出战奥运会的我省名将
有你老乡吗
本报记者 朱才威

链接

高光时刻
GAOGUANGSHIKE

王楠是夺得奥运金牌最多的辽宁运动员。

王义夫在领奖台上向观众致意。

张宁连续两届奥运会夺得金牌。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在小组赛战绩不佳的形势下，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第三次获得奥运会金牌。图
为夺冠时刻，来自辽宁女排的丁霞、颜妮亲密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