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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金
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 陈梦

第 金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 杨浚瑄、汤慕涵、
张雨霏、李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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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金
女子200米蝶泳冠军 张雨霏

7月29日上午，在东京奥运会女
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雨
霏夺冠！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奥运会
获得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的
第13枚金牌！

奥运赛场上，爱笑的张雨霏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

半决赛结束之后，害羞的张雨霏
对着镜头还做出了一个“吐舌头”的
可爱表情，然后一直都面带笑容。100
米蝶游的领奖台上，手握银牌的张雨
霏，开心地笑成了眯眯眼。网友评论
说，这是“口罩都挡不住张雨霏甜甜
的笑容”。

曾经她也哭过。2016年里约奥
运会，张雨霏原本也是抱着冲击领
奖台的心情踏上征程的，但是现实
和梦想的落差，给她留下了一段惨
痛的回忆。

当时在200米蝶泳的比拼中，她
只取得第六名，赛后自责落泪。

5年以后再来，她已经学会了笑
对人生。拿到银牌后，张雨霏更新微
博。“能够在重压之下游出自己满意
的成绩，每个细节也做得非常好，心

里就很开心。”赛后，她这样告诉大
家，“毕竟也是第一块奥运奖牌。”

这次东京奥运会，张雨霏已经成
为了中国游泳队的一姐，夺冠的最大
希望。曾经，巨大的比赛压力，让张雨
霏在赛前三四天都没有睡好觉，于是
张雨霏去找教练谈了一次，说自己担
心拿不到金牌。教练则用了一种独特
的说法帮她解压：“我没说你一定是
金牌，即使你是世界第一，也不代表
就一定能拿金牌，奥运会上瞬息万
变，你怎么知道你就能第一了？”

200米蝶泳两场比赛，张雨霏始
终排在第一位，表现得游刃有余，认
为还是200米距离让她更有安全感。

“比游100米蝶泳时好。我很怕100米
蝶泳那种大家每一米都在竞争的感
觉。”张雨霏此前在100米蝶泳中以
0.05秒的微弱差距无缘冠军。200米
距离足够她施展身手。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自
信的张雨霏经过100米蝶泳的历练，
在200米比赛中她更加从容自若，尽
全力拼出了在领奖台上的位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爱笑的姑娘运气不会差爱笑的姑娘运气不会差

张雨霏摘下
迟到的金牌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原
本被锁定为澳大利亚的囊中之物。四位
名字中有水的中国“水姑娘”杨浚瑄、汤
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却迸发出强大能
量，以7分40秒33的成绩夺得“看似不可
能”的金牌，改写由澳大利亚和美国队
保持的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

过去六届奥运会女子4×200米自
由泳接力比赛，都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分
享胜利。按照正常实力分析，中国队可
以冲击铜牌。

比赛前夕，杨浚瑄、汤慕涵和李冰
洁观看了张雨霏的200米蝶泳夺冠过
程，激动得热血沸腾。下水后出任第一
棒的杨浚瑄表现出色，50米过后帮助中
国队取得领先。交棒时，她的200米时间
定格在1分54秒37，甚至超过了澳大利
亚选手蒂特马斯，而后者28日刚刚在
200米自由泳比赛中摘得金牌。

“因为我是第一棒，需要给队友创造
比较大的优势，这样她们可以更好游一
点，所以比赛中我全力去拼。”杨浚瑄说。

出战第二棒的小将汤慕涵顶下了
200米继续保持领先，在她交棒时，中国
队的领先优势从0.14秒扩大到0.45秒。

“杨浚瑄第一棒游得那么好，我下
水的时候就想‘不能拖后腿’，毕竟我的
能力、经验都没有大家好，我一定要稳
住，我也没想到，最后50米我真的冲上
去了。”汤慕涵说。

刚刚以全新奥运纪录赢得200米蝶
泳奥运冠军的张雨霏是整个团队中最后
一个知道自己入选接力的人。“我今天早
上做完了蝶泳比赛准备活动后，教练才
通知我要上接力。我还意外呢，平时都没
有怎么练自由泳，一上来就让我参加奥
运会接力决赛的比赛。”临危受命，张雨
霏不辱使命，“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下
水就拼吧。”在她游完之后，中国队领先
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0.41秒。

担任最后一棒的李冰洁被队友们
看作是“定海神针”。“在检录室的时候，
看到霏姐升国旗奏国歌，我的眼泪都出
来了，斗志一下就激发出来了，接力拼
了！”李冰洁说。她确实稳得住，顶住了
美国队最后一棒莱德茨基的反扑，游出
了个人最好成绩。

冠军！世界纪录！这是中国游泳队
首次赢得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

（新华社）

成功会师！在29日进行的东京
奥运会羽毛球混双半决赛中，中国
队的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
萍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提前锁定金
银牌。

二 号 种 子 王 懿 律/黄 东 萍 率
先对阵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名将
渡边勇大/东野有纱。第一局比分
咬得很紧，中国组合以21：23遗憾
落败。但他们随后逐渐掌握场上
主动，以21：15和21：14连扳两局
赢得胜利。

复盘比赛，黄东萍说：“我第一
局可能有点过度兴奋，第二局、第三
局整个心态缓下来，其实缓下来是
一件好事，但也可能在一些球上面
没那么坚决。他（王懿律）来鼓励我，
让我心里面很有安全感，也很坚定，
至少我不行了，他还能站出来。”

终于走到决赛场，黄东萍形容：
“爽！当然，还是很艰难，这5场球每
一场都打得比较艰难。但打到这个
份上，我觉得非常爽！”

相比之下，头号种子郑思维/黄
雅琼赢得相对轻松些。他们以21：16
和21：12战胜中国香港选手邓俊文/
谢影雪。

“赛前我们一如既往做好了很
多困难的准备，特别是昨天晚上桃
田输了之后，对我们也敲响了警钟。
我们是做好了艰苦的准备去打仗。”
黄雅琼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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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水姑娘”
拼出奇迹！

张雨霏已经成为了中国游泳队的一姐 图据IC photo

7月29日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乒乓
球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内战，陈梦以
4比2（9-11、11-6、11-4、5-11、11-4、
11-9）的比分击败队友孙颖莎，拿到了
这枚女单金牌；孙颖莎获得银牌。日本
选手伊藤美诚4比1击败新加坡选手于
梦雨，获得铜牌。

当日下午，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
单打半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马龙4
比3战胜德国选手奥恰洛夫晋级决赛，
顺利与樊振东会师决赛。至此，中国男
女队成功包揽本届奥运会乒乓球单打
金银牌。

女单：
半决赛孙颖莎赢下“20岁对决”

上午举行的半决赛中，20岁的孙颖
莎4：0“碾压”式击败东道主热门人物伊
藤美诚。

在日本男单全军覆没，女单石川佳
纯八强出局后，伊藤对阵中国下一代领
军人物的这场半决赛尤其引人关注。

比赛开始孙颖莎率先得分，用一声
清脆的呐喊为自己加油。伊藤美诚则延
续了混双决赛时的慢热状态，虽然连下
两分反超，但在胆大心细的“奶莎”面
前，伊藤的爆冲、搏杀甚至找不到机会
放出。按部就班打出一波10：1后，孙颖
莎11：3轻松赢下第一局。

而伊藤毕竟是国乒迄今在东京奥运
乒台遭遇的最强挑战，容不得一丝松懈。第
二局开局形势急转直下，孙颖莎发丢两
个、又因接发球失误送给对手两分，伊藤几
乎不用动手，便先后以5：0、7：1轻松领先。

在场外指导李隼的不断提醒下，孙
颖莎终于露出“小魔王”本色，从3：9开
始一路连连追分，并反超拿到局点，最

后以一记大力暴扣以11：9翻盘。
接下来的比赛稳稳在中国小将的

节奏里进行，11：6、11：4，四局完胜，孙
颖莎成为这场“20岁对决”中毋庸置疑
的胜者。

男单：
艰难半决赛 两场4：3

男单的比赛经过了两场4：3的艰难
比拼。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迎战中国
台北队年仅19岁的小将林昀儒，开场便
以1：5落后，并以6：11先失一局。第二
局调整状态后，相持有所改善，变化球
也逐渐得心应手，但心态仍然难免波
动，教练秦志戬适时叫了暂停，9平后樊
振东勉力拿下第二局。

后面的进程，樊振东水准在线但偶
尔断电，大分2：1、3：2领先却没能将比
赛终结在6局之内。林昀儒则同时表现

出了少年的冲劲儿和难得的稳定，在第六
局5：9落后的情况下，利用对手的保守，连
续搏杀，以11：9将比赛逼进第七局。

决胜局中，开局1：3落后的樊振东
在4：4追平后主动求变，以10：6拿到赛
点，再以11：8赢下生死局。

“大满贯”冠军马龙与奥恰洛夫的7
局苦战又是另一版本的经典对决。二人
此前18次对垒均为马龙胜，但这次德国
好手的发球给马龙造成大困扰，而第六
局中马龙自己还在5：8落后时被判发球
违例，直接丢分。5：11，决胜局再现！

第七局中精彩的远台对攻频现，马
龙在5：3、8：4领先后以10：7拿到赛点，
奥恰洛夫连追两分于事无补。关键时
刻，马龙放出大角度连续多拍，奥恰洛
夫接球下网，11：9。

技术统计显示，二人全场得分比为
69：68，马龙只多1分。 （新华社）

孙颖莎4：0完胜伊藤美诚
陈梦胜孙颖莎夺女单冠军
国乒男单也已提前锁定金银牌

同步播报

中国羽毛球队
提前锁定混双金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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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奥运会 30 日将迎来
重磅项目的亮相——共产生
48枚金牌的田径拉开大幕，
中国田径队将力争有所突
破。当日中国军团“新”夺金
点不太多，因为把握最大的
两项在29日已经提前锁定，
谁能在“内战”中夺得乒乓
球男单和羽毛球混双金牌
成为唯一悬念。

在29日的比赛中，中国
队就提前锁定了 30 日两枚
金牌。郑思维/黄雅琼和王
懿律/黄东萍会师羽毛球混
双决赛，樊振东和马龙会师
乒乓球男单决赛，提前为中
国奖牌榜添上两金两银。29
日连夺两金的游泳项目 30
日也值得期待，汪顺在男子
200米个人混合泳中排名第
一晋级决赛，他在决赛中有
望冲击金牌。此外在赛艇、

蹦床等项目上中国也有冲
击奖牌的机会。

田径赛场首日就将迎
来传奇选手的登场，男子
10000 米将成为田径首金，
作为男子 5000 米和 10000
米两项世界纪录保持者，
乌干达运动员切普特盖将
向金牌发起冲击。

30日田径、游泳、赛艇、
射击、自行车、网球等项目
共产生21枚金牌，并产生女
足四强。中国女篮30日将迎
来本届奥运会的第二场比
赛，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二的
澳大利亚队。羽毛球项目将
决出女单四强，两位中国选
手陈雨菲、何冰娇有望在半
决赛“会师”，男双半决赛
中，李俊慧/刘雨辰将迎战
马来西亚组合。

（新华社）

历经五局苦战，中国女
排 29 日未能从俄罗斯队身
上拿到她们在东京奥运会上
的首胜，而小组赛仅剩两轮。
郎平在赛后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种局面是她
所没有预料到的。

“我知道会比较艰难，可
能会输一点球，但是没想到
现在还没有开张。”郎平说。

朱婷可能伤退
“让健康球员冲一冲。”

虽然在五年前的里约奥
运会上，最终夺冠的中国女
排在小组赛阶段也跌跌撞
撞，取得2胜3负。但在东京
奥运会上“没有开张”的情形
显然更差。甚至可以说，中国
女排的东京之旅已到了“最
危险的时刻”。

这是因为在中国队所处
的“死亡之组”中，俄罗斯甚
至称不上强队。在现在的态
势下，中国队要想把晋级悬
念保留到最后，就必须在31
日击败组中最强对手之一
——意大利队。并且在最后
一场小组赛拿下实力稍弱的
阿根廷队。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和绝
对主力朱婷的伤势，郎平说：

“我想如果是朱婷打不了的
话，形势是很严峻的！我们就
努力去打，能打的都上场吧！”

“朱婷确实伤还是挺厉
害的，大家能看到，基本上扣
不了。”郎平并没有排除朱婷
无法上场的可能性，“我们会
和医生以及朱婷本人商量，

可能会让健康球员冲一冲。”

郎平感叹朱婷“下不了球”
“李盈莹今天打得非常好！”

倘若能赢下俄罗斯队，
局面本可不至于此。在29日
的比赛中，中国队虽然输掉
了第一局，但在第二局和第
三局已找回状态。特别是替
补登场的李盈莹，代替手腕
受伤无法完全发力的朱婷，
屡屡发挥一锤定音的“重炮”
作用。

“我觉得李盈莹今天打
得非常好！”郎平评价道。

时间回到第四局中段，
借助连下两局之势，一度以
20：14 领先俄罗斯达 6 分之
多的中国队，眼看就要杀死
比赛悬念。媒体看台上的记
者们甚至已开始动身前往混
合采访区。但此时风云突变，
中国队遭遇卡轮，俄罗斯队
连得7分将比分反超！

“特别遗憾，我觉得第四
局我们完全有机会，但是忽
然间就卡到那儿了，突然下
不了球了！”郎平说，“下不了
球以后，我们就得往 3、4 号
位走，因为朱婷在这边，下不
了球！”

李盈莹在赛后接受新华
社的采访时，也复盘了先胜
后负的遗憾：“（第四局中段）
对方从发球上对我们有很大
的冲击，我们的一传当时也
是有些波动和起伏，一攻也
不太顺。从那以后，对方的气
势就上来了，我们第五局就
有些被压住了。” （新华社）

女排苦战五局
不敌俄罗斯

郎平：出乎意料 朱婷可能休战

今 日 看 点

田径鸣锣
乒羽“收”金

半决赛战胜伊藤的孙颖莎2:4负于陈梦获得亚军 图据新华社

四朵金花绕场庆祝 图据新华社

朱婷在比赛中 图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