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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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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力量

奖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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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北京时间
7月25日24:00

7 月 25 日，东京奥运会迎来第二个比
赛日，游泳、跳水、射击、举重等项目决出
18 块金牌。场上如火如荼，中国军团奋力
鏖战。女子双人 3 米板决赛中，施廷懋/王
涵组合代表中国跳水“梦之队”摘金；李发
彬获得男子举重 61 公斤级冠军并打破奥
运会记录。截至昨晚，中国军团以六金、一
银、四铜的战绩雄踞奖牌榜首位。

7 月 25 日下午，中国跳水“梦之队”迎
来东京奥运会首秀，施廷懋/王涵在女子双
人3米板决赛中以326.40分的总成绩如愿
摘金，帮助中国跳水“梦之队”取得开门红，
同时助力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取得第
四枚金牌。

自 2000 年悉尼奥运会跳水比赛设立
女子双人 3 米板项目以来，中国队从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开始，已经连续四届包揽了
该项目金牌。本届东京奥运会，里约奥运
会女子 3 米板、双人 3 米板双料冠军施廷
懋携手王涵出战，两人组合配合默契、优势
明显，比赛中从第三跳开始就逐渐拉开和
其他选手的距离，后一跳 405B 更是拿到
了 76.50 的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彻底
锁定金牌。这是施廷懋拿到的第三枚奥运
会金牌，也是王涵获得的首枚奥运会金牌。

根据防疫要求，东京奥运会颁奖仪式
上运动员将自行拿取托盘上的奖牌、花束
和奥运会吉祥物。动人的一幕出现了：在
领奖台上，经验老到的施廷懋率先拿起金
牌，给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王涵戴上。在互
相佩戴金牌后，两人再次深情相拥。根据
赛程安排，施廷懋和王涵将在 8 月 1 日参

加女子单人3米板的决赛。
在下午稍后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举重男

子61公斤级决赛中，捷报再次传来。中国
选手李发彬以抓举 141 公斤、挺举 172 公
斤和总成绩313公斤摘得金牌并打破奥运
会纪录。这是中国举重队本届比赛中的第
二枚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比赛
的第五金。抓举比赛中，李发彬第二把试
举 137 公斤成功，第三把试举 141 公斤成
功，抓举成绩定格在 141 公斤。而印尼老
将伊拉万在首次试举 137 公斤成功后，连
续两次试举 141 公斤失败。挺举比赛中，
李发彬首次试举 166 公斤成功，在做技术
动作的过程中，他甚至使用了“金鸡独立”
的姿势来调整重心。第二次试举，他举起
了 172 公斤，打破奥运纪录，总成绩 313 公
斤也打破了奥运纪录。

谌利军，胜利军！7月25日晚，被视作
最大夺金热门的中国选手谌利军绝地逆
转，以抓举145公斤、挺举187公斤、总成绩
332 公斤夺得奥运男子举重 67 公斤级金
牌，打破挺举和总成绩奥运纪录的同时，也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本届奥运会的第六
金。在挺举比赛中，谌利军以175公斤开把
并顺利举起。哥伦比亚选手莫斯克拉以同
样的重量开把，试举成功，随后莫斯克拉第
二把试举180公斤失败，但第三把试举180
公斤成功。压力来到谌利军这边，他第二
把试举187公斤，逆转成功！总成绩332公
斤！谌利军顶住压力，一举打破挺举和总
成绩的奥运纪录，并反超对手，锁定冠军。

其实，在上届里约奥运会62公斤级决
赛抓举比赛中，谌利军因赛前热身时两腿
抽筋，最终抱憾离开奥运赛场。本次奥运

会谌利军王者归来，弥补
了他5年前的遗憾。

东京奥运第三日，各
项比赛陆续进入小组赛
后半程、半决赛等赛事的
争夺。除收获三枚金牌外，更多中国选手
带来了亮点满满的赛场表现。在强手如
林的女子 4×100 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
由程玉洁、吴卿风、艾衍含和朱梦惠这四
位平均年龄不到 20 岁的“小花”组成的中
国队，在 24 日晚间进行的预赛中游出 3
分 35 秒 07 的成绩，打破中国队在 2009 年
世锦赛创造的 3 分 35 秒 63 的亚洲纪录；
在 25 日上午的决赛中，四人以 3 分 34 秒
76 再度刷新亚洲纪录。从竞技层面上
看，中国队暂时不具备与澳大利亚、美国、
加拿大等强劲对手一较高下的实力，没能
登上领奖台，但是姑娘们没有放弃，完成
了超越自己的目标。

此外，7 月 25 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
子 100 米蝶泳半决赛中，来自江苏的选手
张雨霏以55秒89的成绩排名首位，晋级决
赛。东京奥运会游泳男子100米蛙泳半决
赛中，中国选手闫子贝游出 58.72 秒，排名
第四晋级决赛。乒乓球混双1/4决赛中，头
号种子、中国金牌组合刘诗雯和许昕仅用
时29分钟，以4-0战胜罗马尼亚组合约内
斯库/斯佐科斯，顺利
晋级半决赛。令人遗
憾的是，在女排小组
赛中，中国女排遭到
了土耳其队的顽强阻
击，最终以0比3负于
土耳其队。

（据新华社电）

又获三金！
中国军团持续发力中国军团持续发力

本报讯 （记者 姚依依） 7 月 25 日，东京奥运会
各项比赛陆续进入小组赛后半程、半决赛等赛事的
争夺。当日共产生 18 块金牌，中国军团收获 3 金。
江苏小将盛李豪在射击男子 10 米气步枪比赛中，摘
得银牌，创造惊喜。

当天决赛中，面对各路好手，盛李豪发挥稳定，
在第一组 5 枪和第二组 5 枪中分别打出 52.2 环和 53
环的成绩，最终以 250.9 环的成绩，仅次于美国选手
威廉·夏纳，获得第二名。

2004 年出生的盛李豪，来自苏州张家港，是本次
中国代表团中江苏健儿里年纪最小的一位，未满 17
岁的盛李豪，获得本次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过程并不
容易。东京奥运会延期后，国家射击队更新了选拔
办法，积分从 0 开始的他，2020 年底入选在浙江长兴
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初步队伍选拔赛”，随后获得“东
京奥运会最终队伍选拔赛”资格。截至 2021 年 3 月
底，他在经过三轮奥运会最终队伍选拔赛后，以气步
枪个人总积分第二名和混团总积分第二名的成绩，
获得男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和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两项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7月27日，他将和队友亮
相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场。

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江苏姑娘张雨霏以半决赛
55秒89的好成绩进入决赛。羽毛球赛场上，江苏运动
员石宇奇和何冰娇在小组赛中首战告捷，助力国羽实
现“开门红”。江苏运动员罗甜甜、张影参加的曲棍球
女子小组赛中，中国队4:3击败日本队。在拳击男子轻
重量级（75-81公斤）32强赛中，江苏运动员陈大祥4:0
击败塔吉克斯坦选手沙博斯·内格马图洛耶夫，顺利晋
级16强，为中国拳击队在东京奥运会开了一个好头。

赛场上没有常胜将军。7月25日上午，射箭女子
反曲弓团体赛1/8淘汰赛中，中国队以一环之差3：5不
敌白俄罗斯队，止步8强。跆拳道赛场上，里约奥运会
冠军、江苏名将赵帅在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半决赛中
不敌英国名将辛顿，以25：33憾负，无缘金牌。铜牌战
中，赵帅以17：15战胜韩国名将李大勋，为中国代表团
收获铜牌。胜败乃兵家常事，期待所有运动员在未来
的比赛中越战越勇，为国争光、为人生添彩。

00后射击手摘银
江苏健儿期待证明自己

7 月 25 日下午，赵帅在东京奥运会跆
拳道男子 68 公斤级半决赛中不敌英国名
将辛顿，无缘个人第二枚奥运金牌，在铜牌
战中收获铜牌。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第
一时间给他发去微信：“赵帅好帅！祝贺再
次夺得奥运奖牌！赛出了奥运的拼搏精
神，更重要的是激励我们不断挑战自己！
在我们心里，你永远是最棒的冠军！”赵帅
秒回了一个“谢谢”的表情。

虽 然 遗 憾 错 失 金 牌 ，但 是“ 赵 帅 好
‘帅’”的关键词依然登上了微博热搜，无数
网友为他打 call：“连续两届奥运会夺牌，
太厉害了”“无论什么奖牌，都是中国的骄
傲”“拼到最后，不抛弃不放弃，你就是英
雄”“你赛出了奥运精神”⋯⋯

身高1.88米，瘦高腿长的赵帅是2016
年里约奥运会跆拳道58公斤级冠军，曾实
现了中国男子跆拳道金牌零的突破。他也
是西南大学体育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很多
人不知道的是，出生于1995年的赵帅还是
目前最年轻的江苏省人大代表。

2019 年 1 月 13 日，新华日报·交汇点
记者曾在江苏省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开
幕前采访了赵帅，当天下午他刚刚带着行
李从北京赶到南京，并透露自己正在备战
东京奥运会。

当时，由于跆拳道项目在积分规则方
面发生了变化，要求运动员要一直通过比
赛累计积分，达到一定积分后才能参加奥
运会。赵帅笑着透露，自己一整年都忙着
比赛，不停出国参赛赚积分。“基本上没有
一天是休息的，今年过年肯定也不能回

家。”赵帅说，在两会期间，他也会抽空去健
身房训练，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在赵帅眼里，体育运动代表着的是一
种精神。“像我们跆拳道，就有着礼义廉耻、
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精神。”赵帅说，这样
的精神不仅激励他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更
让他在平时生活中受益。

一直奋力奔跑的赵帅是一个标准的“追
梦人”，但即使再忙，他也一定要参加一年一

度的两会，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自己又是
奥运冠军，一定要起到榜样的作用。”

“我是跆拳道运动员，在赛场上我会有
不服输的精神，当受到挫折的时候，要敢于
站起来，我们不要被失败打败。我们的比
赛就是反复的输和赢，从输当中寻找经验，
找出问题，然后达到成功，最后还要有一颗
不忘初心的心。”赵帅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黄欢 范杰逊

拼出铜牌的赵帅，最年轻的江苏人大代表

本报讯 （记者 姚依依） 7 月 26
日，东京奥运会部分项目进入半决赛、
决赛阶段，江苏健儿们将在今日向奖牌
发起冲刺。

26日上午，徐州姑娘张雨霏将首先
在游泳女子100米蝶泳赛道上亮相。25
日的半决赛中，第二组登场的张雨霏一
路领先，以 55 秒 89 排名第一的成绩闯
入决赛，“本来想的是预赛可以破世界
纪录，现在这些想法就放下吧。冠军不
仅仅要有实力，也有运气成分。”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在资格赛中
以优异成绩闯入决赛的中国体操男团。
本次我国派出2018、2019年两届体操世
锦赛主力阵容——肖若腾、邹敬园、孙
炜、林超攀四人参加体操男子团体决赛，
其中孙炜来自江苏南通，2004年进入南
京体育学院江苏省体操队训练。

前奥运冠军、省体操队领队黄旭向
本报记者表示，孙炜在本届奥运周期中
成绩不错：2018 年亚运会获得男子团
体冠军；同年在多哈世界体操锦标赛上
再获男子团体冠军；2019 年在斯图加
特世界体操锦标赛上获男子团体亚军，
拿到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队
员们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
态。虽然对手实力仍然强劲，但我们这
次男子团体的目标仍然是最高领奖台，
弥补里约奥运会的遗憾。”黄旭表示。

其他比赛方面，7 月 26 日，江苏选
手钱佳睿、杨恒郁将携手参加击剑女子
佩剑个人比赛；罗甜甜、张影所在的中
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小组赛中迎战澳
大利亚队。

今日，一起屏住呼吸
江苏健儿向奖牌全力冲刺

国际奥委会 25 日宣布对东京奥运
会防疫手册进行一项修改，允许获得奖
牌的运动员领奖时短暂摘下口罩，至多
30 秒，供媒体记者拍照。国际奥委会
表示，对运动员而言，领取奥运会奖牌
是他们运动生涯中独一无二的时刻，他
们希望能微笑、展现情绪。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制定的防疫手
册规定，所有运动员领奖时必须全程戴
口罩。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
25 日早些时候答复媒体记者提问时
说，获奖运动员领奖时“必须”戴口罩。
据美联社报道，不少获奖运动员对“口
罩令”不满，国际奥委会因而依据公共
卫生专家建议作修改。新规定 25 日生
效，适用于东京奥运会接下来所有在场
馆内举办的赛事。不过，获奖运动员一
起站在金牌领奖台上拍合照时必须戴
口罩。 （据新华社电）

国际奥委会允许运动员
领奖时短暂摘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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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25日，赵帅（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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