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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奖牌榜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中国 15 7 9 31

2 日本 15 4 6 25

3 美国 14 14 10 38

4 ROC 8 11 9 28

5 澳大利亚 8 2 10 20

6 英国 5 7 6 18

7 韩国 4 3 5 12

截至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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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敌俄罗斯奥运选手队，中国
女排小组出线的可能性变得渺茫。这场
比赛，中国女排在前三局以2∶1领先，但
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败在哪？辽宁排坛
一位名宿直言，都是老问题，一是一传不
行，二是过于仰仗有伤在身的朱婷，三是
除了李盈莹等个别队员外，其他球员仍
然不在状态……

最后两战将对阵三连胜的意大利队
及三连败的阿根廷队，对于现在的中国
女排来说，盘算出线概率已无实际意
义。郎平赛后再次提到，手部伤势对朱
婷的影响很大，“最意外的是朱婷伤势这
么重，我们一直给她保守治疗，以前看着
还行，但打着打着就不行了。”既然如此，
接下来两战让朱婷休养，由其他健康球
员全力去拼，不失为一个办法。

出线机会渺茫
可否让朱婷休战
本报记者 朱才威

巴黎太久，只争东
京。零零后孙颖莎打出
了一场过瘾的比赛，她
本来是中国女乒为征战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储

备的人才，却提前在东京锋芒毕露，在
还没过21岁生日时，就已经打入奥运
会的决赛。

孙颖莎以 4∶0 击败伊滕美诚，比
赛打得荡气回肠，特别是第二局连追
8分，让观众忍不住高呼“太燃了”！

还有国乒选手樊振东。他第一次
参加奥运会，这场半决赛几乎每个球
都是关键分，前 6 局比赛双方打得难
解难分，最后一局樊振东扭转乾坤，解
说用 4 个字评价樊振东的打法：以暴
制暴！此语一下子点燃了观众心中的
那把火。

竞技体育，不就需要这种舍我其
谁的担当精神？

不畏强手，迎难而上，敢于战胜对
手，恰恰是竞技体育中最迷人、最完
美、最令人热血沸腾的时刻。

我们淡化金牌意识，不是不重视
闯过夺隘的劲头，勇夺第一正是体育
精神的魅力所在。胸前印有“中国”两
个大字，运动员拼字当头，这便是“燃”
字的应有之义。

29日上午的泳池，女子4×200米
自由泳接力的4位中国姑娘摘得金牌
并打破世界纪录，究竟是什么力量驱
使姑娘们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李冰洁在赛后给出答案，当她在
检录的时候，正好看到张雨霏在颁奖
台上戴上金牌。当国旗升起、国歌奏
响，李冰洁和队友的斗志被彻底激发
出来。

4 个中国女孩，3 个零零后，同样
抱着为国争光想法，于是，中国力量
在她们心中迸发，在赛场上释放。

运动员为国争光，观众摇旗呐喊，
拼搏与突破，总能直抵人的心灵深处，
激发出我们无穷的力量。

要的就是这种“燃”
黄 岩

在崔晓桐为辽宁获得“首金”
之后，哪位辽宁运动员将向奖牌发
起冲击？7月 30日，在女子 25米手
枪项目上，零零后女枪手肖嘉芮萱
将参加该项目速射资格赛及决赛，
全力拼争奖牌；徐菲和队友将出战
赛艇女子八人艇决赛，将全力拼争
好成绩；李俊慧则将搭档刘雨辰征
战羽毛球男双半决赛，若取胜，将

“坐二望一”！

肖嘉芮萱能否逆袭
29 日的女子 25 米手枪慢射资

格赛，肖嘉芮萱打出291环，暂列第
11 位，30 日 8 时将进行速射资格
赛。慢射与速射的总成绩之和排
名前八的运动员将晋级最后的决

赛。依据赛程，该项目决赛将于 30
日13时进行。

肖嘉芮萱能否晋级决赛，是否
有望夺取奖牌？省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柏叶训练主任戴明喜表示：“慢射
是肖嘉芮萱的弱项，她的成绩完全
在意料之中。肖嘉芮萱以291环的
成绩暂时排在第11位，不过第七名
的成绩也是 291 环，只不过她的 10
环成绩少于对手。而接下来的速射
则是肖嘉芮萱的强项，不出意外，她
将晋级决赛。决赛中8位选手将重
回起跑线，而且只比速射，届时肖嘉
芮萱将全力拼争奖牌。”

众所周知，射击项目的偶然性
非常大，在具备夺冠实力的情况
下，主要看临场发挥。戴明喜指

出：“晋级决赛的选手肯定都有机
会冲击奖牌，肖嘉芮萱完全具备这
个实力。”

徐菲和队友能否后来居上
30日，将是中国赛艇队最后一

个比赛日。徐菲与对友组成的中
国女子八人艇将力争赛出最佳水
平。在24日进行的该项目预赛中，
中国队排名第三无缘直接晋级，只
能参加复活赛。28 日的复活赛共
有 5 支队伍参加，中国队以 5 分 55
秒69的成绩位列复活赛第三位，顺
利晋级决赛。

中国女子八人艇曾在1988年汉
城奥运会上夺得铜牌，但伦敦奥运
会和里约奥运会中国队都没能获得

奥运参赛资格。这支全新的女子八
人艇今年 5 月初才成立，由双人双
桨、双人单桨、四人单桨等项目中能
力最强的选手重新整合而成。辽宁
省赛艇队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这条艇曾被中国赛艇队列为夺金重
点项目，但预赛及复活赛发挥一般，
令人多少感到意外，期待她们能够
在决赛中“后来居上”。

李俊慧能否冲进决赛
29 日进行羽毛球男双 1/4 决

赛，李俊慧/刘雨辰以2∶1逆转丹麦
组合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如愿挺
进半决赛，距离奖牌又近了一大
步。30 日 18 时，李俊慧/刘雨辰将
在半决赛中对阵马来西亚组合谢

定峰/苏伟译。
对阵谢定峰/苏伟译，李俊慧/

刘雨辰胜率几何？省体育事业发
展中心浑南基地主任王萍向记者
表示：“两对选手实力相当，这场半
决赛，注定将非常艰苦。”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所遇的
对手都是硬手。比如，29日头号种
子印尼选手吉迪恩/苏卡穆约爆冷
出局，其实并不意外。正常情况，
李俊慧/刘雨辰应该对阵这对印尼
组合，当然这种情况会更艰难，因
为以往与这对印尼选手相遇时输
多赢少。相比于对阵吉迪恩/苏卡
穆约，与谢定峰/苏伟译交手应该好
一些，希望李俊慧/刘雨辰能够闯过
半决赛！”王萍如是说。

辽宁健儿三大看点值得关注
本报记者 朱才威

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7 月 29 日是
一个丰收的日子，除了在泳池中斩获
两枚金牌，中国选手在传统强项乒乓
球和羽毛球赛场也高奏凯歌。在乒乓
球女单决赛中，陈梦战胜队友孙颖莎，
夺取桂冠。马龙和樊振东会师乒乓球
男单决赛。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
黄东萍会师羽毛球混双决赛。这意味
着，7 月 30 日的奥运赛场，中国代表
团已经“预定”了两枚金牌。

29日的乒乓球赛场，最引人关注的
莫过于孙颖莎与伊藤美诚之间进行的女
子单打半决赛。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
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 4∶0 锁定胜局。
赛后，伊藤美诚泪洒赛场。

在两场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马龙
和樊振东都遇到了极为顽强的抵抗，两
场半决赛都打到了决胜局。在这种考验
心理的时刻，两名中国运动员显示出了

“大心脏”，惊险地击败对手。
在这个奥运周期，中国羽毛球队遇

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这支冠军之
师在逆境中爆发，29 日的混双半决赛，
王懿律/黄东萍以 2∶1 逆转东道主组合
渡边勇大/东野有纱，扫清了国羽夺冠道
路上的最大障碍。随着另一场半决赛郑
思维/黄雅琼轻松过关，赛会头两号种子
顺利会师决赛，国羽也提前收获一枚金
牌，为国羽的奥运征程增添了信心。

乒羽赛场
凸显中国优势
本报记者 李 翔

在东京奥运会第五个比赛
日，辽宁运动员的首枚金牌如愿
而至。崔晓桐和队友一道，延续
了中国赛艇队在女子四人双桨项
目上的辉煌，崔晓桐也成为辽宁
体育历史上第 30 位夏季奥运会
冠军。

7 月 28 日，距离比赛开始还
有一个多小时，丹东航海运动学
校的礼堂已经坐满了人，除了崔
晓桐父母、妹妹，还有崔晓桐的启
蒙教练及航海运动学校的师弟师
妹，LED 屏幕上“中国必胜，晓桐
加油”的口号分外激动人心。

随着比赛的进行，中国队的
优势越来越大，大家紧张的心情
放松下来，除了崔晓桐的妈妈钟
杰。自始至终，钟杰都在全神贯

注地盯着电视屏幕，其间还几度
落泪。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钟杰解
释了自己流泪的原因：“女儿 13
岁就离家进行训练，她的辛苦我
们都看在眼里。每一年放假休息
的时间只有四五天，每次训练结
束，她的汗水就像用水桶泼过了
一样流了一地。”作为母亲，钟杰
对女儿的疼爱溢于言表。

赛艇是非常艰苦的水上项
目，运动员经常需要顶着太阳训
练，丹东航海运动学校十几岁的
小队员个个皮肤黝黑，更别说崔
晓桐等国家队队员了。在金牌的
背后，崔晓桐付出了多少，只有她

自己知道。“崔晓桐从小就是一个
自律的孩子，训练非常刻苦，比赛
中有股不服输的劲头，正是这种
气质造就了她今天的成绩，我们
都为她感到骄傲！”崔晓桐的启蒙
教练徐云波动情地说。

在外人看来，崔晓桐的身份
已经是奥运冠军，但对于父母来
说，崔晓桐还是那个让他们无比
牵挂的孩子。夺冠的喜悦刚刚
过去，崔晓桐的父母已经在研究
等女儿回家要怎么犒劳了。钟

杰说，崔晓桐从小就喜欢吃海
鲜，等她回家要做她最爱吃的海
螺、海蛎子和虾爬子。崔晓桐的
父亲则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一头
猪，到时把全村人都叫来，大家
一起庆祝。

不过，到底吃什么，还是得听
女儿的。在视频通话时，崔晓桐
提出了要求：“我就想吃妈妈做的
海螺炖白菜。”听了这话，钟杰笑
得合不拢嘴：“没问题，妈妈给你
做，管够。”

超量汗水造就辽宁首金

崔晓桐回家时将全村庆祝
本报记者 李 翔

7月29日，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夺得冠军。 7月29日，陈梦在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获胜。

中国队在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夺冠。 李俊慧（左）/刘雨辰在羽毛球男子双打比赛中晋级四强。

孙颖莎以4∶0战胜伊藤美诚。 马龙晋级男单决赛。 在沙滩排球女子比赛中，中国队（右）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