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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依依） 7 月 27
日，江苏健儿将亮相排球、击剑、射箭、射
击、游泳等多个项目，他们将克服身心重
重压力，一步步向胜利迈进。

伦敦奥运会冠军、里约奥运会亚军
许安琪，今日将迎来复出奥运首秀。她
将和队友孙一文、林声、朱明叶登场击
剑女子重剑团体比赛。这位第三次参
加奥运会的世界冠军，2009 年进入国
家队至今，曾获世界杯冠军 10 余次、世
锦赛冠军两次。2017 年全运会后，短
暂退役，2018 年亚运会前复出，“这是
她的一种击剑情怀吧，虽然由于伤病，
很艰难，但是也还想打。”许安琪启蒙教
练、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女子重剑教练
朱美芳感慨。由于复出后不久遇到疫
情，许安琪本次以 P 卡（替补）身份参加
东京奥运。

据许安琪省队教练、江苏省击剑队
重剑总教练许学宁介绍，4 名选手“以老
带新”的搭配，在 2019 世界击剑锦标赛
中获得冠军。“许安琪作为经验丰富的老
将，进攻能力突出，但是受膝盖伤势影
响，状态不是最好。本届奥运我们的签
运还不错，关键是要打好每一场，进入决
赛还是有希望的。”许学宁教练很看好 4
位中国姑娘。

27 日，江苏运动员张雨霏将再度出
征女子 200 米蝶泳的赛场，于当日晚亮
相分组预赛，在泳道上再次证明自己的
实力。25 日小组赛 0:3 憾负土耳其的
中国女排，27 日上午将迎战小组又一劲
敌——美国队，期待江苏姑娘张常宁、龚
翔宇和队友们能够顶住压力，延续里约
的荣光。25 日在个人赛中创造惊喜的
苏州小将盛李豪，27 日将和队友一起，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力争
为中国射击队再添一枚奖牌。

其他赛事方面，7 月 27 日江苏选手
杨晓蕾将出战射箭女子反曲弓个人比
赛，老将薛晨将继续亮相沙滩排球小组
赛场。

江苏健儿迎难而上

在 26 日的东京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赛争夺
中，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一路杀进决赛并击败强
敌，为中国香港拿下首枚奥运会击剑金牌。这也是
香港回归后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奥运金牌。

1997 年出生的张家朗有着“少年剑神”的美
誉，曾先后夺得击剑亚锦赛冠军和亚运会男花个人
季军。第二次征战奥运会的张家朗此番一路战胜
来自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捷克的四位好手杀入决
赛。除在面对俄罗斯00后小将基里尔的比赛中稍
遇波折以一分险胜外，其余比赛均是大比分取胜。
张家朗的决赛对手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达尼埃莱·
加罗佐，他是里约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冠军。决赛
中，张家朗开局进入状态略显缓慢，一度以 1：4 落
后，但年轻的他毫不手软，随后打出一波9：1的得分
高潮，一举奠定5分的领先优势。落后的意大利人
随后展开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压力之下
的张家朗没有慌乱，最终以15：11拿下比赛胜利。

（据中新社）

张家朗为中国香港
夺得首枚奥运击剑金牌

北京时间 7 月 26 日，东京奥运会迎来
第三个比赛日。原本中国队有多个夺金点，
但最终均与金牌失之交臂。跳水、举重、乒
乓球 3 大梦之队集体丢冠，最终收获 4 银 3
铜，位于奥运金牌榜第三位。

当天是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第二个决
赛日。中国游泳军团开启奖牌榜：张雨霏以
55 秒 64 赢得女子 100 米蝶泳银牌，19 岁的
李冰洁以 4 分 01 秒 08 的好成绩，继预赛之
后再次打破自己保持的 400 米自由泳亚洲
纪录，收获一枚铜牌。

接下来的男子双人 10 米跳台决赛中，
奥运冠军曹缘/陈艾森在第四跳（向后翻腾
三周半屈体）出现失误，入水时水花四溅，
最终以 1.23 分之差名列亚军。英国组合戴

利/马修·李以 471.81 分夺冠。赛后，曹缘
一直检讨自己，和陈艾森说“对不起”：“第
四轮是我没跳好，我这失误有点大，5.5 分
的得分都惊到森哥了。我们只能靠后面两
个动作去追，最后很可惜，非常遗憾。”这是
陈艾森在东京奥运会唯一的参赛项目，金
牌近在咫尺，有实力却没有拿下。当曹缘
还处于内疚自责的恍惚中时，陈艾森拍着
搭档的肩膀安慰着，微笑面对众人：“谢谢
大家的问候和安慰。我的心态没问题，尽
力了就无愧无悔。没能登上最高领奖台，
但是青春就是会留有遗憾。这就是体育，
这就是跳水，比赛场上瞬息万变，一个失误
就会错失金牌，好在我们用最后一个全场
最高分结束了比赛。银牌也是拼出来的。”
陈艾森说。

东京奥运会射击场当天则进行了女子
双向和男子双向两个飞碟项目的角逐，中国
选手魏萌在女子双向比赛中斩获一铜，拿到

了个人职业生涯首枚奥运会奖牌。
而在晚上的比赛后，廖秋云则哭了。当

菲律宾选手迪亚兹最后一把举起127公斤，
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55公斤级金牌之争落
幕，迪亚兹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奥运历史首
金，她的成绩是 224 公斤，力压廖秋云 1 公
斤。虽然廖秋云手握女举 55 公斤级挺举

（129 公斤）和总成绩（227 公斤）两项世界
纪录，但受伤病影响，她近期最多也就挺起
123 公斤。当日比赛中，她和迪亚兹抓举都
是 97 公斤，挺举三把她分别举起 118 公斤、
123 公斤和 126 公斤，中国女队主教练张国
政说：“其实已经发挥非常好了，基本上把所
有状态都掏空了，再多掏1公斤也没有了。”

当天晚上，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男子体操
团 体 决 赛 的 争 夺 ，最 终 中 国 队 以 总 分
261.894 夺得一枚铜牌，俄罗斯奥运选手夺
得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

作为热度最高的项目之一，国乒承担的
压力可想而知。东京奥运会是乒乓球混双
首次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混双金牌也
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产生的首枚金
牌。昨晚的比赛着实让人心跳加速，头号种
子、中国组合许昕/刘诗雯对阵 2 号种子、日
本组合水谷隼/伊藤美诚。经过 7 局较量，
许昕/刘诗雯以3:4不敌对手，获得银牌。

关键的第六局“昕雯”技术与战术齐飞，
11:6 将双方拉回同一起跑线。然而决胜局
里，水谷/伊藤的主动进攻频频奏效，中国组
合被打了个 0:8，虽然几次逼迫对手失误、
退台拉起赢回分数，无奈落后太多，实力超
群的“昕雯”也没能改写奥运赛场纪录，最终
以决胜局6:11输局输球。对于这个比赛结
果，刘诗雯一度流泪表示无法接受。“还是觉
得对不起我们这个团队，备战期间，整个球
队，付出很多，但是比赛的过程和结果没有
做到最好，并不是很满意⋯⋯”

虽然在优势项目上连连遭遇挫折，但仍
然难掩中国军团亮点。网友们也在赛后给
奥运健儿们加油打气：尽管与冠军失之交
臂，但你们依然是最棒的！后面还是很多场
比赛，中国军团加油！ （据新华社电）

昨日无金，难掩中国军团亮点

□ 本报记者 丁宏波 姚依依

“孙炜好样的，为你骄傲，本身还有伤病，拿了
铜牌，我很满意了！”7 月 26 日晚上，通过屏幕看到
儿子的比赛，王芳不禁热泪盈眶。在这场体操男
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总分261.894分不敌俄奥
队和日本队。其中，来自南通的选手孙炜参加了
全部 6 个单项的比赛，为这枚铜牌立下了“汗马功
劳”。

在 26 日的比赛中，孙炜与队友肖若腾、邹敬
园、林超攀并肩作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他，仍
不负重望，出战全部 6 个单项，并稳住了中国队的
成 绩 ：自 由 操 14.366 分 、鞍 马 15.000 分 、吊 环
14.233 分、跳马 14.866 分、双杠 14.800 分、单杠
14.200分。

江苏省体操队领队黄旭介绍，孙炜 2004 年进
入江苏省体操队训练，属于“大器晚成”型选手，在
该周期中爆发了自己的实力：2018 年雅加达亚运
会男子团体冠军；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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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孙炜进行了
长期的有针对性的备战训练。近两年，孙炜的难
度和稳定同步上升，是目前世界体操界6个项目全
套动作难度最大的3名男运动员之一。

“他具备很好的自我调整能力，也具备足够
力量超越自己，决赛一切从零开始，期待他能够
向奖牌冲刺。”对 7 月 28 日即将在体操男子个人
全能决赛上登场的孙炜，黄旭信心十足。在 24 日
的男子体操资格赛中，孙炜总成绩 87.298 分排名
第四，将携手队友肖若腾在个人全能赛场上再度
突破自己。

南通娃孙炜
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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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扫码回顾

奥运会昨日亮点

□ 本报记者 杨琦 姚依依 陈彤
实习生 朱思谕

“比赛开始，张雨霏在 4 道登场，她的
出发反应是 0 秒 64，这也是在过去一年的
训练当中提升了 0.1 秒⋯⋯”7 月 26 日上午
9:30，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第一场进行的
就是女子 100 米蝶泳的决赛。随着电视转
播中哨声一响，身穿红色泳衣的江苏姑娘
张雨霏出现在屏幕中央。55 秒 64，以 0.05
秒之差憾负对手，但这仍是一枚让国人骄
傲的银牌。

比赛从开始到结束不足一分钟，虽然受
疫情影响，现场观众寥寥无几，但是在这一
分钟里，不少人在千里之外的屏幕前，屏气
凝神，期待见证荣光。这其中也包括张雨霏
的家人和启蒙教练，他们经历了无数这样的
一分钟，但这一次，是四年一遇的奥运赛场。

在张雨霏的家乡徐州，距离比赛开始
还有半小时，她的家人和启蒙教练已经坐
到电视机前，“孩子一个人在国外，我心
疼。”比起周遭的紧张，张雨霏的外婆不禁
流露出对外孙女的担忧。和张雨霏赛前的
淡定相似，她妈妈张敏表示，“奥运会的赛
场上，即使你做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可能在
赛场上只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体现，另外的
百分之一那就是运气。奥运赛场不是说努
力就一定能拿到冠军的，所以我觉得只要
雨霏她努力了，就算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
意，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26 日上午 9:10 转播画面切到奥运会
女 子 100 米 蝶 泳 决 赛 现 场 。“ 张 雨 霏 加
油！张雨霏你最棒！”徐州女儿张雨霏出
场那一刻，徐州市体育局里，大家挥舞国
旗为她呐喊助威，宛若置身现场。张敏两
手紧握，直视着电视中的女儿，嘴里默念：

“加油，加油。”
比赛最后 50 米，现场所有人伸长了脖

子，探出身子，握紧了拳头，张雨霏的启蒙
教练孔淼忍不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挥动
双臂为爱徒加油。“第二名！”“好！”“雨霏很
棒！”比赛结束那一刻，现场所有人起立鼓
掌欢呼。

55秒64，第二名，不敌加拿大华裔选手
麦克尼尔，摘得一枚银牌。“我觉得有小小的
遗憾，但是雨霏也游到了最好的成绩，她已
经做到了最好，所以不管是金牌还是银牌，
我作为母亲都是一样的骄傲自豪。”张敏
说。“我外孙女是世界上游得最快的人之
一！等她回来，我要给她做一桌子好吃的，
给她奖励！”张雨霏的外婆满脸笑容。

从预赛小组第一，到半决赛第一，即使
错失金牌，这位 23 岁的游泳健将也一如既
往“笑到最后”，张雨霏赛后出场时面对电视
镜头笑着大喊“加油”，让许多人不禁在网上
夸赞“这姑娘真美”。孔淼说，“性格对运动
员来说非常重要，雨霏开朗活泼，小时候训
练虽然苦，每天都是笑嘻嘻的，非常有感染
力。”孔淼回忆了一个细节，游泳队经常举办
挑战赛，让年龄小的孩子挑战年龄大的运动
员，她非常积极，每次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挑
战，“刚开始挑战赛都是她输，输了也不哭，
非常有韧劲，下次挑战还是她先站出来。慢
慢的，就都游不过她了。”

张雨霏出身体育世家，父母都是游泳运
动员，她3岁起就跟着妈妈到体育馆下水游
泳，5 岁开始跟着孔淼训练。“雨霏 8 岁时开
始展现运动员的天赋，她个子高，身体素质
相当好。”孔淼说。除了有天赋，张雨霏表现
得尤为勤奋。在孔淼印象里，张雨霏没有迟
到早退过，“她小学时每天放学都要到游泳
馆训练两三个小时，家离得远，她都是自己
坐公交转车，独立性非常强，特别能吃苦。
不但体育好，她文化课成绩也很棒。”

孔淼还记得，张雨霏 12 岁时，100 米蝶
泳的成绩是 1 分 3 秒。对于张雨霏今天的

成绩，孔淼表示，她已经非常棒了，“她游出
了个人最好成绩，没什么遗憾的，连续三次
游进 56 秒，世界上只有一个张雨霏做到
了！”的确，在100米蝶泳项目上，从2017年
至东京奥运开赛前，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游进
过 56 秒大关，但张雨霏从 2020 年 10 月开
始已经 3 次突破 56 秒，其间不仅打破了由
中国选手刘子歌保持了12年之久的亚洲纪
录，并且距世界纪录也仅有0.14秒的差距。

如今敢于挑战世界纪录的勇气，背后是
整个奥运周期的自我突破与磨合。2017年
张雨霏换到崔登荣教练门下，在技术上不断

“抠细节”，让 100 米、200 米蝶泳实力齐头
并进，同时还兼顾4×100米接力。2020年
9 月，张雨霏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以 55 秒
62 获得女子 100 米蝶泳冠军，打破亚洲、
全国纪录；以 52 秒 90 的女子 100米自由泳
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作为国家联队男女
4×100 米混合泳接力中的一员，以 3 分 38
秒 41，打破世界纪录夺冠。今年 5 月张雨
霏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获得 5 金 1 银，入选
东京奥运会。本届奥运会，她还有望在女子
200米蝶泳、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和女
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再创佳绩。

赛后，张雨霏在发布会上表示，“100
米竞争很激烈，前八名选手从出发开始就
在针锋相对。哪怕我拿不了第一名，也不
会让对手赢得那么轻松。我可以输，但我
绝对不会轻易认输，这就是我闹海成功
了。”期待这位微博上自称“哪吒”的徐州姑
娘，未来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在泳道上继续

“飞翔”。

依然“笑到最后”的徐州姑娘张雨霏

无论金银无论金银，，
你都是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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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力量

2626日日，，比赛现场打出了五星红旗为中国选手加油比赛现场打出了五星红旗为中国选手加油。。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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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