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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
摔跤比赛迎来收官日。在男子古
典式摔跤 77 公斤和 97 公斤级两
个级别的决赛中，辽宁选手张日
东和刘焱分别击败对手，为辽宁
体育代表团再添两枚金牌。这
样，辽宁摔跤队在本届全运会收
获3枚金牌。

在男子77公斤级决赛中，张
日东的对手是山东选手刘瑞。在
上半场，对手先得一分。下半场，
张日东扳平比分，并将 1∶1 的比
分保持到终场。依照规则，在分
数相同的情况下，将按照技术分

分值大小和数量、所获警告数量
少者、最后得分来判定获胜方。
张日东最终惊险获胜，为辽宁男
子摔跤队打开本届全运会金牌
账户。

在男子97公斤级决赛中，类
似的一幕再次上演。辽宁选手刘
焱在上半场建立起 3∶0 的优势，
可惜下半场急于进攻，被重庆选
手李一鸣将比分扳成3∶3平。由
于技术分分值高于对手，刘焱惊
险夺冠，为辽宁摔跤队的本次全
运会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 李翔 26日电自西安

辽宁摔跤队一日收获两金

9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最
后一个比赛日。全运赛场在篮球、
乒乓球等 10 个大项比赛中共决出
31枚金牌。

辽宁代表团在篮球男子 22 岁
以下组、男子三人篮球、乒乓球女
双、皮划艇静水项目女子 500 米单
人皮艇、摔跤男子古典跤及女子排
球、自行车公路女子个人赛等赛场，
收获 5 金、1 银、2 铜，8 枚奖牌。本
届全运会，辽宁代表团共收获22金
16银22铜，总计60枚奖牌。

皮划艇夺金创造历史
4 年前的天津全运会，宋丹妮

在皮划艇项目上夺得了两枚银牌，
在为辽宁赢得荣誉的同时，也留下
些许遗憾。备战第十四届全运会期
间，宋丹妮练得苦、练得狠。值得一
提的是，去年9月，在省体育局举办

的“打造辽宁体育铁军体能大比武”
比赛中，27岁的宋丹妮获得3000米
女子成年组冠军，其强大的体能可
见一斑。

来到本届全运赛场，宋丹妮出
战皮划艇静水项目女子500米单人
皮艇项目，该项目并不在辽宁代表
团的夺金计划之列。原因在于，自
1983年辽宁皮划艇队组建以来，皮
划艇项目在全运赛场从未获得过冠
军。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在最后一个比赛
日，宋丹妮凭借一己之力，靠顽强拼
搏夺得冠军，创造了辽宁皮划艇在
这个项目上新的历史！”

男摔捍卫重竞技优势地位
26日，第十四届全运会摔跤比

赛迎来收官战。在男子古典式摔跤
77 公斤和 97 公斤级两个级别决赛

中，辽宁选手张日东和刘焱分别击
败对手，为辽宁体育代表团再添两
枚金牌。

本届全运会是张日东第三次参
加全运会，2013年辽宁全运会上他
未能进入前八，2017年天津全运会
上他获得亚军。张日东的特点是拼
劲十足，本次比赛面对山东对手的
集体围堵，他一路杀出重围、挺进决
赛。该负责人表示：“古典式摔跤，
赛制略显特殊，站立时很难得分。
除了一流的竞技能力外，更需要耐
心、拼搏，决赛中张日东发挥稳定，
很好地利用了规则，这枚金牌来之
不易，也是对他 3 次参加全运会的
最大肯定。”

刘焱是第二次征战全运会，上
届全运会他获得1枚铜牌。这位负
责人介绍：“刘焱1996年出生，进入
省队较晚，但成绩提升迅速。刘焱

非常自律，练得刻苦，力量足。决赛
中刘焱率先得到 3 分，但在比赛后
半段拼得过猛，体能消耗大，一度在
比赛中处于被动，好在他顶住了压
力，拿下了这枚金牌。”

至此，辽宁代表团在摔跤等重
竞技项目上获得 4 枚金牌、3 枚银
牌、4枚铜牌，共11枚奖牌。

“三大球”惊艳全运赛场
26日晚，辽宁男篮在 U22男篮

决赛中以 87∶79 蝉联全运会金牌。
与此同时，在男子三人篮球决赛
中，有高诗岩参赛的联合队击败广
东队，辽宁代表团按规则计入 1 枚
金牌。此外，辽宁女排在季军争夺
战中以 3∶0 完胜上海队，获得 1 枚
铜牌。在女子三人篮球成年组比
赛中，辽宁队在铜牌争夺战中不敌
广东队，遗憾地与奖牌擦肩。

算上之前夺冠的中国女足联合
队、中国女篮联合队、男子沙排，辽
宁“三大球”项目在本届全运会获得
5金、1铜，共 6枚奖牌。辽宁“三大
球”的厚重可见一斑。“‘三大球’历
来是辽宁体育的王牌项目，辽宁‘三
大球’队伍都曾获得过全国冠军，辽
宁男篮这次顶住了压力，实现了全
运会两连冠，令人振奋。”该负责人
直言，“征战本届全运会，辽宁代表
团实行‘金牌+影响力’双战略。何
谓影响力？就是要在社会关注度
高、影响力大的‘三大球’项目上，全
力夺取佳绩。”

此外，由王艺迪、陈幸同组成的
我省乒乓球女双组合一路杀入决
赛，在决赛中不敌黑龙江组合王曼
昱/车晓曦，获得 1 枚银牌。此前，
辽宁女乒在团体比赛中获得金牌。
本报记者 朱才威 26日电自西安

再夺5金1银2铜

辽宁代表团完美收官

26 日是本届全运会最后一个比
赛日，辽宁体育代表团在近10个项目
上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但说到最
有分量的金牌，毫无疑问就是 U22男
篮金牌。让人欣喜的是，辽宁男篮在
一场紧张激烈又极具观赏性的比赛
中发挥出色，牢牢控制住场上形势，
令人信服地击败强大的广东队，如愿
拿到这块金牌。

随着辽宁男篮击败老对手广东
队卫冕成功，辽宁体育代表团在“三
大球”项目上收获颇丰：U22 男篮金
牌、男子沙滩排球金牌、女排铜牌，再
加上奥运联合队获得的女篮金牌、三
人制男篮金牌和女足金牌，共计5金1
铜，成绩斐然。

如今，体育活动和赛事已经远远
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范畴，其中足篮排

“三大球”更是团队体育中发展最成
熟、关注度最高的项目。作为体育大
省，“三大球”是辽宁的传统优势项
目，人才储备雄厚，有着良好的群众
基础，数十年来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
大量优秀球员。

这其中，辽宁男篮更是辽宁竞技
体育的一面旗帜，在赛场上屡创佳
绩，拥有数量众多的球迷。2017年夺
得全运会金牌、2018年夺得CBA总冠
军，令辽宁男篮备受关注，也扩大了
辽宁体育的社会影响力。9 月 26 日，
辽宁男篮在全运会卫冕成功，这是辽
宁篮球凝聚力、战斗力的充分体现。
辽宁运动员在“三大球”项目的优异
表现及展现的人才厚度，为辽宁“三
大球”的复兴注入了新动力。

当前，辽宁体育正在构建高质量
人才培养体系，倾力打造“三大球”
铁军。无疑，相关举措落地生根后，
在未来的全运会和联赛赛场，包括

“三大球”在内的辽宁体育将呈现更
为强劲的生命力，给人们带来更多
的惊喜。

沉甸甸的“三大球”
李 翔

全运印记

9月 26日，在男子古典式摔跤 97公斤级决赛中，辽宁队选手刘焱
（上）击败重庆队选手李一鸣，获得冠军。

9月26日，在三人制篮球男子成年组决赛中，联合队以21∶12战胜
广东队，夺得金牌。图为联合队球员高诗岩（左）、颜鹏（中）和胡金秋赛
后庆祝胜利。

9月26日，在皮划艇静水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决赛中，辽宁队选手宋丹妮以1分58秒940的成绩获得冠军。

9月26日，在U22男篮决赛中，辽宁男篮以87∶79击败广东队，成功卫冕。图为冠军辽宁队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作为卫冕冠军，辽宁男篮被外
界视为本届全运会夺冠热门之一，
但明眼人会看出，辽宁男篮夺冠的
难度要远远大于上届全运会。9月
26 日，面对实力更强的广东队，辽
宁男篮众志成城，以 87∶79 力克强
敌，诠释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为
辽宁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全运会分
量最重的一枚金牌。

辽宁男篮夺冠要归功于团队的
出色发挥，但周琦的作用无疑是极
为突出的。全场比赛，周琦贡献 13
分、17 个篮板的两双数据，这使得
辽宁男篮在篮板球比拼中以 45∶39
占优。在进攻端，周琦为辽宁男篮
抢下6个进攻篮板，而在防守端，周
琦在篮下对广东队保持着强大的威
慑力，这种护筐能力并不是数据能
够充分体现的。

终场前 8 分钟，辽宁男篮领先
10 分，但此时周琦因伤离场，广东
队趁机将分差缩小至3分。关键时
刻，周琦重返赛场，带伤帮助辽宁男
篮稳住局面。有周琦在篮下牵制对
手，郭艾伦得以把精力全部投入到
进攻中，砍下全场最高的33分。夺
冠后，郭艾伦和周琦也紧紧相拥，共
同庆祝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

主教练杨鸣对周琦不吝赞美之
词：“周琦在全队的作用大家看到
了，他受伤下场那段时间，我们的势
头就受到很大影响。周琦在攻守两
端威慑力非常大，是国内最具统治
力的内线之一，作为主教练我非常
感谢他。”

“开心！”赛后周琦充满深情地
说道，“本场比赛我们面对的困难很
大，辽宁队打球的人相比广东队少

一些。不过大家拼尽全力，顶住压
力，终于拿下了冠军。最后一节我
的跟腱抻了一下，这也是老伤，回去
检查一下还能坚持。辽宁培养了
我，只要我能上场，我就要代表辽宁
打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赛后的颁奖仪
式上，全队把白发苍苍的顾问蒋兴
权请上了颁奖台。主办方按照惯例
只给 12 名队员和主教练准备了金
牌，这时杨鸣和赵继伟都要把自己
的金牌送给79岁的老帅，最终杨鸣
把自己的金牌挂在了恩师的胸前。

“从第二届全运会到第十四届全运
会，蒋指导都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蒋指导为辽宁
男篮、中国男篮付出很多，理所应当
享受这种荣誉。”杨鸣说。

本报记者 李翔 26日电自铜川

周琦展现超强威慑力 郭艾伦化身得分利器

辽宁男篮蝉联全运会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