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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飒爽，铿锵有力，扬我辽宁
健儿声威！15日晚，第十四届全运
会开幕式，颜妮作为辽宁代表团旗
手，引领辽宁全运健儿登场亮相。

为啥选颜妮做旗手？辽宁全运
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省体育局
局长宋凯 15 日下午如是回答：“颜
妮作为旗手，是众望所归的选择，她
当之无愧。作为女排国手，颜妮获
得一次奥运冠军、两次世界杯冠军，
运动成绩响当当。其实，成绩之外，
颜妮的拼搏精神更令人赞叹。她用

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中华体育精
神、中国女排精神。这是我们选颜
妮作为旗手的最重要原因。”

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队内
年龄最大的队员，34岁的颜妮大器
晚成。回顾其成长历史，2009年10
月14日，颜妮第一次入选蔡斌执教
的国家队。2013年，颜妮短暂入选
郎平执教的国家队。2015年女排亚
锦赛，28岁的颜妮首次代表中国女
排出战国际比赛。之后几年，颜妮
逐渐在国家队站稳脚跟。她帮助中

国女排夺得了2015年世界杯、2016
年里约奥运会、2018年亚运会、2019
年世界杯金牌，以及2018年世联赛
和 2018 年世锦赛的铜牌。在 2018
年世锦赛和2019年世界杯，颜妮都
当选了最佳副攻，球迷亲切地称她
为中国女排的“北长城”。

颜妮之前曾向外界表示，本来
以为 2016 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出发
前的那堂训练课，就是她在国家队
的“最后一堂训练课”，当时还特意
拍了一张照片留念，未曾想到，她
又整整坚持了5年！郎平曾向外界
表示，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对颜
妮的影响最大，她需要带伤坚持。
说颜妮一身伤病，一点不为过——
肩部、膝盖、腰部、肘部、手指等部
位都有伤。平时训练，颜妮身上贴
满了肌肉贴，护具就有七八个，戴
在身上很沉重、很难受，训练后卸
下这些装备也需要一些时间。

两天前，颜妮在自己的社交媒
体上写道：“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的人生就是一种遗憾，重
要的是为梦想努力奋斗、坚持不
懈、付出全力的这段过程。感谢中
国女排这个集体伴我载梦而行，在
披荆斩棘的路上有教练和队友们
的信任，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全
运会的赛场上继续努力拼搏！”

毫无疑问，东京奥运会是颜妮
最后一次为国征战。本届全运会
是颜妮最后一次为辽宁而战，也将
是其运动员生涯的最后一战。尽管
肩伤严重，但颜妮从东京奥运会赛
场回国后便返回辽宁女排，并立即
投入到全运会备战中，充分展现了
一位优秀运动员的意志品质。上届
全运会，辽宁女排获得第四名。在
颜妮的带动下，辽宁女排将向本届
全运奖牌发起冲击。颜妮也期待能
用一个满意的结果，结束自己的运
动员生涯。

“旗手”颜妮——众望所归，当
之无愧！

众望所归的旗手颜妮
本报记者 朱才威

为缓解集中承办比赛的压力，
按惯例，全国运动会决赛阶段比赛
分为开幕式前、开幕式后两个阶段
进行。正因为如此，第十四届全运
会开幕式之前，多项比赛的金牌争
夺战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

十四运会辽宁代表团竞赛部
负责人 15 日下午向记者介绍，本
届全运会共设 410 个小项，其中
开 幕 式 前 完 成 103 个 小 项 的 比
赛，从 7 月 11 日开始至 9 月 15 日
开幕式前结束，共历时 66 天。从
8 月 31 日 参 加 女 子 手 球 决 赛 开
始，截至 9 月 14 日，我省运动员共
参加了全运会 49 个小项的比赛，

“截至全运会开幕式前，我省代表

团 在 十 四 运 赛 场 已 获 得 2 枚 金
牌、5 枚银牌、3 枚铜牌，总计 10 枚
奖牌。”

从项目分布上看，辽宁代表团
这 10 枚奖牌来自于艺术体操、篮
球、射击、皮划艇、帆船、冲浪、自行
车、游泳 8 个大项，其中，在艺术体
操集体全能、女子篮球两个项目上
获得2枚金牌。

该负责人表示，从前期决赛情
况看，我省运动员总体表现平稳正
常，夺取金牌数量在预料之中，所获
奖牌数则超出预期，特别是在男子
水翼帆板、激流回旋男子极限皮艇
项目上取得突破，获得3枚银牌，填
补了我省运动员在这两个项目全运

赛场上无奖牌的空白。
需要提及的是，前期决赛的项

目大多是我省运动员的空项或弱
项，像蹦床、跳水、体操、花样游泳、
滑板等项目，我省都没有开展；再
比如武术套路项目，我省运动员没
有获得决赛资格。“因此，我省代表
团当前的成绩不突出，排名也比较
靠后。这样的情况在预料之中，
不影响辽宁代表团的整体走势，
不影响我省运动员完成既定征战
目标的决心和信心。”这位负责人
强调。

十四运会辽宁代表团于 8 月
26 日正式成立，总人数为 831 人。
其中，运动员 551 人，将参加 31 个

大项、39 个分项、239 个小项的角
逐。参赛大项和获得决赛资格小
项全面赶超上届。本届全运会辽
宁代表团将实施“金牌+有影响
力”双战略目标。一是聚焦争金夺
银摘奖牌，努力实现金牌、成绩超
上届的目标，确保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双丰收；二是要在“三大球”、
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关注
度高、影响力大的项目上拼争冠
军、夺取佳绩。

15 日晚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
式后，我省运动员将参加射击射
箭、重竞技、“三大球”、乒乓球、羽
毛球、曲棍球、高尔夫球、水上、田
径、游泳、自行车、体操、击剑、武

术、铁人三项、攀岩、霹雳舞等 26
个大项、192 个小项的比赛，在其
中 52 个重点小项上具备争金夺牌
实力。

“翻看本届全运会竞赛日程，我
省代表团大部分优势项目和争金夺
银重点项目是在开幕式以后，集中
于决赛阶段的后半段。”该负责人表
示，“9 月 23 日以后，我省运动员将
迎来争金夺银的高峰期。”

从后续比赛重点冲金项目上
看，田径、游泳、水上、摔跤、柔道、自
行车及“三大球”等项目，将是辽宁
健儿冲金夺牌的主阵地。上述重点
项目的战绩，将直接影响辽宁代表
团征战本届全运会的走势。

全运会前期比赛获10枚奖牌超预期

辽宁冲金夺牌项目集中在“下半场”
本报记者 朱才威

9月15日，伴随着点燃的圣火，第
十四届全运会正式拉开大幕。开幕式
上，手执旗帜走在辽宁体育代表团队
伍最前面的，是中国女排和辽宁女排
的领军人物颜妮。

在东京，颜妮没能为自己的奥运
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在西安，颜妮
争取在全运赛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书
写圆满的结局。

颜妮今年34岁，对于绝大多数参
赛项目来说，34岁都属于“高龄”。但
也有例外，在全运会射击赛场，记者见
到了51岁的王丽娜，她的身份依然是
辽宁运动员，她是全运会赛场的“九朝
元老”。

这是什么概念？1987 年，当王丽
娜第一次站在全运会赛场的时候，颜
妮刚刚出生不久。即便在盛产“常青
树”的射击项目上，王丽娜也是一个传
奇。忍受着左脚脚踝骨折的伤病，王
丽娜在赛场上坚持了50分钟，把所有
子弹打完，这个时候，成绩已经不那么
重要了。

记者了解到，在辽宁体育代表团
551 名运动员中，王丽娜是连续参加
全运会次数最多的，却不是年龄最大
的。赛艇运动员田卫东比王丽娜还要
大两岁，是辽宁体育代表团中唯一的
60后运动员。

虽然田卫东的身份是舵手，但他
这个年龄的舵手也极为罕见，2017年
天津全运会上，田卫东就开玩笑地说
自己是“姥爷级”选手。

当时，记者以为那会是田卫东的
最后一届全运会，但田卫东却认真地
说：“不一定，也许还会参加比赛，谁叫
我热爱这项运动呢！”

事实证明，田卫东说到做到，陕西
全运会上，“田姥爷”又回来了。

老兵新传
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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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会旗、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会旗在开幕式现场飘扬。

辽宁省体育代表团旗手颜妮在入场仪式上。

9 月 16 日，全运会共进行 14
个大项、14 个分项、46 个小项的
比赛，产生12枚金牌。辽宁运动
员将参加羽毛球、篮球、足球、曲
棍球、赛艇、射击、排球7个大项、
7个分项、16个小项的小组赛、淘
汰赛、资格赛和决赛。

柔道赛场，辽宁选手张可新
将率先亮相，在女子-52公斤级比
赛中向金牌发起冲击。稍后进行
的男子-60公斤级比赛，另一位辽
宁选手于鑫同样具备夺得奖牌乃
至金牌的实力。

射击赛场，东京奥运会铜牌
得主肖嘉芮萱将与队友张钰铭合

作参加 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资
格赛。在男子 10 米气步枪团体
决赛中，由刘柏辰、宋布寒、王鹏
组成的辽宁队将与江苏队争夺铜
牌。16 日,羽毛球比赛将进行 5
个单项的半决赛。作为辽宁羽毛
球队在四强的独苗，李俊慧/刘雨
辰将在男双半决赛对阵浙江组合
王懿律/郑思维，如果能够击败对
手，距离金牌就又近了一步。

在16日的女子排球、女子曲
棍球、U19三人制男篮的赛场上，
这几支辽宁球队将迎来本届全运
会首秀。

本报记者 李翔 15日电自西安

柔道赛场辽宁选手有望摘金

看点

全运印记

辽宁省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刘洋（前）在全运会开幕式入场仪式上。

辽宁省体育代表团在入场仪式上。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