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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看得人心
潮澎湃。在这场被戏称为“队内训练”的决
赛中，32 岁的中国选手马龙以 4：2 的比分
击败 24 岁的樊振东，成为史上首位奥运男
单卫冕冠军。回顾本届奥运乒乓赛事，国
旗飘扬，国歌嘹亮，一场又一场苦战吸引全
世界注目。

过去十年，中国乒坛可谓群星璀璨：完
成了世界杯、世乒赛、奥运会大满贯的马
龙、张继科、李晓霞，“双打之王”许昕、天才
少女郭跃、“新一代大魔王”丁宁、“小枣”刘
诗雯⋯⋯出类拔萃的年轻运动员密集地涌
现，高手之间精彩激烈的比拼令球迷大呼
过瘾，更让乒乓球这一运动不断“破圈”，获
得人们越来越多的喜爱。

“乒乓乒乓，天下无双”，这是中央
电视台体育频道为乒乓球世界锦标赛
所做的主题曲，历届都由乒乓球国家队
队员演唱。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国乒
队的宣传思路和呈现方式跟上了时代

语境的变化，很多队员在社交媒体开设
账号，不失时机地进行网络直播。在训
练 中 大 汗 淋 漓 、以 惊 人 的 毅 力 战 胜 伤
病、在领奖台上绽放笑容⋯⋯这些点滴
日 常 和 动 人 瞬 间 ，用 一 种“ 看 见 ”的 力
量，让竞技体育的魅力伴随着年轻人独
有的生气勃发、活泼热烈，深深留在了
一代人的记忆中。

网上关于“中国乒乓球”的讨论，一眼
望去都是“比世界冠军更难的，是拿下全国
冠军”，其实，“常胜”神话背后，都是运动员
的伤痛缠身和全力拼搏。张继科六年打七
针封闭；马龙因膝盖手术半年无法上场；许
昕在比赛中一度因腕伤叫出医疗暂停⋯⋯
天赋卓绝仍需精诚所至，这是竞技体育“求
圆满”的代价。何况，以日本队为代表的乒
乓强队频频向国乒的“世界霸主”地位发起
冲击，东京奥运会乒乓球赛场证明：中国队
的综合实力仍旧傲视群雄。

难能可贵的是，在胜利之外，队员们

仍然对乒乓球本身充满渴望。一个人可
能有无数的冠军、头衔、荣誉，但对乒乓球
的热情，却仿佛若干年前第一次挥拍那样
纯粹。即使在伤病退赛、被“剃光头”的职
业低谷时刻，这群世界上意志最坚定的人
所迸发出的激情和勇气，那种绝地求生、
从头开始的专注与执着，依然能让我们感
受到某种伟大。

“我所有的愿望都和乒乓球有关”，在
东京奥运会赛场错失金牌后，刘诗雯的哽
咽引得众多观众一同流泪，这番“告白”更
让人感动不已：唯有热爱，让人接受失败，
接受“英雄迟暮”，接受人的有限和命运的
无限，继而“不问终点，全力以赴”。我们究
竟该如何看待成功和失败呢？这不仅关乎
竞技体育，更关乎每一项倾注了热情和心
血的事业。与其昙花一现，淹没在巅峰已
过、岁月将逝的无尽焦虑中，不如去体会热
爱的过程吧，唯有如此才会让坚持变得无
怨无悔，明亮清爽。 吴雨阳

““时代开启时代开启，，不会轻易落下帷幕不会轻易落下帷幕””

奥运冠军大部分人会在颁奖时
咬一下金牌，这也成了奥运会上的
经典一幕。但事实上，金牌并不如
大家所想的由纯金制成。根据规
定，奥运会的金牌，只要至少有6克
黄金就够了，比如雅典奥运会，每枚
金牌用足6克黄金，伦敦奥运会也
是6克，2008北京奥运会，经典的金
镶玉奖牌含金大约在6.5克。如今
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含金量也是 6
克，其他基本都是银。

奥运金牌
是纯金的吗？

根据世界排行榜显示、根据相
关数据显示⋯⋯中国游泳在奥运会
前被外媒预测“金牌数字为零”。然
而，中国游泳在东京打破了“数据迷
信”。截至第六个决赛日，中国游泳
以3金1银1铜总共5块奖牌，暂列
游泳项目奖牌榜第四位。

是什么让中国泳将打破“迷
信”，一飞冲天？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被认
为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囊中之物，中
国“水姑娘”们却不服输，以7分40秒
33的新世界纪录挑战“不可能”。

男子200米混合泳，从菲尔普
斯到罗切特，美国人一直是这个领
域的“王者”。汪顺却从美国选手的
夹击中杀出，为中国男选手实现混
合泳的奥运突破。

对镜头和对手露出灿烂笑容、
比心卖萌，勇于向全世界展示青春
自信的背后，是中国游泳卧薪尝胆
后的实力提升。

新冠疫情让奥运会延期一年、全
部比赛停摆，游泳队的教练员运动员
在封闭训练期间加大了对技术和体能
的钻研，高度重视东京奥运会游泳上
午决赛的“反常态”时间安排，在每一次
队内测验和从去年10月至今年6月的
多次全国游泳比赛中照搬“东京时间”，
帮助运动员渐渐找到“上午爆发点”。

不满16岁的浙江小将余依婷
说“现在非常适应上午比赛出状
态”，张雨霏甚至有“奥运会决赛竞
争还不如全国比赛激烈”的感觉。
反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强国的
奥运选拔赛忽视上午决赛对运动员
的影响，导致不少世界排名第一的
选手在奥运会决赛中失意而归。

汪顺还特别感谢队伍、恩师朱志
根以及郑珊教练和闫子贝的大力帮助，
让自己恶补以往的“瘸腿”项目蛙泳。

“数据是帮助我们备战的目标，
做好自己是我们的要求，中国游泳
的团队力量，让一切变得皆有可
能。”张雨霏的教练崔登荣这样说。

（据新华社电）

中国游泳
不迷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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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奖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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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冷知识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不愧是中国王牌队伍！29 日，中国的
2对组合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萍分
别战胜对手，会师东京奥运羽毛球混双决
赛，提前锁定了这枚金牌。很多人才想起，
被誉为“王牌”的中国羽毛球混双，距离拿
下上一枚奥运会金牌，已经过去了整整 9
年。7月30日，2对组合激战三局，王懿律/
黄东萍2-1拿下比赛。

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萍 2 队
组合在本届奥运周期中，长期雄踞世界排
名前两位，是国羽实实在在的“双保险”，这
也让这场比赛极具悬念和观赏性。决赛中
双方火力连连，最终比分定格在 21-17、
17-21、21-19，王懿律/黄东萍成为这枚
金牌的主人！网友纷纷感慨：“混双打成了
教学赛，太强了！”

王懿律/黄东萍这一路实在不容易。
首先是决赛，对手是长期“霸占”世界排名
榜首的队友，在近年的羽毛球世界比赛
中，少有败绩。此前双方的 15 场交手，王
懿律/黄东萍仅胜 2 次。而在小组赛抽签
中，他们被分到了“死亡之组”，组内有来
自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好手，他们三场
一局未失。半决赛中他们又经历了三局
苦战，才赢下了日本组合。

随着对方回球出界，赢了！黄东萍和王
懿律躺倒在场内，欢呼庆祝。直到走下领奖
台，脖子上挂了金牌，两人还说“脑子一片空
白”。王懿律承认，之前有想过奥运夺冠这一
刻：“想是想，有时候还会想想庆祝动作，但是
真到这时候就什么都忘了。”

此前，国羽与国际赛场已阔别16个月
之久。这枚金牌背后，是这对组合集训中磨
炼自己、加紧储备流下的汗水，也期待他们
步步高升，延续“王牌军”的辉煌！

蹦床女子决赛中，中国选手朱雪
莹、刘灵玲包揽金银牌，可谓是美丽而
又惊喜。

在蹦床女子决赛中，朱雪莹第七位
出场，腾空、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
朱雪莹一系列动作后稳稳落在网上，
一气呵成，以完美的发挥拿到 56.635
分摘得金牌！队友刘灵玲获 56.350 拿
到银牌。这是中国体操队本届奥运会
的首金。

央视直播的解说更是不吝赞美：“都
快要蹦出我们电视屏幕了”“她就像一只
海燕一样在翻飞着”“看她的身体姿态，
看她的落地区域，在空中像一根针一
样”⋯⋯当朱雪莹完成动作稳稳地站住
时，反而并没显得激动，只是静静地与教
练来到旁边的凳子坐下，等待分数公布。

这位赛场上自信稳健的北京姑娘
1998 年出生，10 岁起开始练习蹦床项
目，15 岁正式进入国家队，2019 年参加
世锦赛比赛时，她不慎出现了失误，因此
差点选择放弃蹦床，回到校园读书。正
是热爱，将她留在蹦床上。

2014年，在第二届南京青奥会获得
女子蹦床冠军后，朱雪莹就表示自己的
梦想是奥运会冠军。现在，“我开始有些
不真实的感觉，像做梦一样，我有想过拿
冠军，又不敢想，到了升国旗的时候，我
才肯定自己是冠军啦，我想我会以祖国
为傲，祖国也会以我为傲的。”

朱雪莹的母校北京体育大学内有一
条“冠军之路”，地上印着世界冠军的脚
印，朱雪莹在奥运会前曾说：“我现在最
近的目标就是先加上一个五环（奥运冠
军），后面的星星（世界冠军）可以慢慢去
追。”期待她在蹦床上越飞越高，逐梦属
于自己的星空。 （本报综合）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1分55秒00！7月30日的东京水上运动中心，
汪顺触壁后，坐在浮标线上，确认成绩后，泳池中的
他双拳紧握，振臂高呼。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冠
军！他做到了！这一金，是他的突破，更是中国男
子混合泳项目零的突破。

“我一定要让五星红旗升起！”赛前的承诺，他
超额做到了。自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以来，美国选
手垄断该项目奥运金牌长达 17 年。就在这一天，
汪顺在刷新亚洲纪录的同时，打破了垄断。在世界
赛场上，宣告着中国队在混合泳项目上的进军。

昨日这场比赛高手如林：东京奥运会 400 米个
人混合泳冠军美国选手卡利什、2019年世锦赛冠军
东道主选手濑户大也和游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美
国选手安德鲁⋯⋯在青岛全国冠军赛上游出1分56
秒78，今年世界排名第九的汪顺起初并不被看好。

“到边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游了1分55秒
整！太不可思议了，像做梦一样！”汪顺赛后激动地
说，这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成绩。

很难看出，这位27岁的运动员已是奥运会“三朝
元老”，而今终于圆梦。2012年，他和同门师哥孙杨一
起参加伦敦奥运会，孙杨连夺两枚金牌，改写历史，
他却颗粒无收，“我当时真的觉得什么事都不顺。”

在里约奥运会男子 200 米混合泳决赛中，面对
菲尔普斯、罗切特等世界名将，并不被看好的汪顺
拼下了一枚宝贵的铜牌。“伦敦奥运会，我觉得就是
去玩的。里约奥运会，看到队友们拿牌，我也想去
拿牌。这次的话，我没有跟谁去比，注重自己的表
现。”如今，作为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的队员，汪顺
说：“希望我坚强、不服输的精
神能感染中国游泳队的所
有队员，为祖国争光，
为民族争气！”

国乒男队队长马龙 30 日晚在一场中
国队“内战”中 4:2 战胜队友樊振东，成功
卫冕奥运会男单冠军。

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还从没有
哪个男子选手在个人项目上蝉联过金牌。
赢得这块男单金牌后，马龙成功超越马琳、
张继科，成为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上冠军荣
誉最多的球员，超越王楠成为最多世界冠
军获得者（25 冠），也成就男子乒坛史无前
例的首个双圈大满贯。

从马龙与樊振东的交手记录来看，32岁
的马龙胜绩比例占优。二人此前在正式国际
比赛中有过20次交手，同样年少成名但年纪
小了龙队8岁的樊振东只赢过5次。

30日晚的这场决赛中，开局马龙进入状
态较快，以11:4、10:12、11:8、11:9将大分
改写为3:1领先，任谁都觉得马龙卫冕“稳
了”，但樊振东并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个性，第
五局中段他连得6分，将开局2:0的优势扩大
到8:2，9:3时的变线甚至看上去是一记无解
的“神球”。10:3拿到局点后，樊振东继续在
转与变上做文章，11:3。

第六局，马龙 5:2 领先时樊振东给自
己叫了个暂停，回来立即得分。4:6 落后
时，樊振东发球前拍球竟然失手把球拍丢
了，透露了他那一时刻真实的紧张情绪。
最终，马龙在反手相持中逼迫樊振东下
网，11:7。

获胜后，马龙举起双手比出一个大大
的心，与五年前里约夺冠后胸前的比心遥
相呼应。

一个有趣的知识点是，2014年南京青
奥会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在乒乓球
男单颁奖礼上对冠军樊振东说，下次希望
可以在奥运会礼台前为他颁奖。30 日晚，
巴赫和包括中国女单奥运银牌得主孙颖莎
在内的四名运动员代表一起，现场观看了
这场决赛。 （据新华社电）

对于中国军团而言，这又是一个酣畅淋漓的比赛日，在女子蹦床、男子乒乓球单打和羽毛球混双三个项

目中，中国运动员干脆利落地包揽了全部金银牌。19金，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精彩不仅仅限于金

牌，中国女篮最后一刻罚球绝杀劲敌澳大利亚，中国女子橄榄球队 29 比 0 零封日本，让全国球迷高呼“过

瘾”；实力强大的铅球名将巩立姣第一投就以 19 米 46 轻松超过 18 米 80 的资格线，葛曼棋以 11 秒 20 的成

绩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奥运会女子百米半决赛的选手，让人对田径比赛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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