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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掷定乾坤一掷定乾坤！！
刘诗颖夺中国奥运史上
首枚标枪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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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金

中国乒乓男团
奥运四连冠
国乒4金1银收官

8月6日晚，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
团决赛，由马龙、许昕和樊振东组成的
中国男团，迎战老对手波尔、奥恰洛夫
和弗朗西斯卡组成的德国男团，最终
以大比分3比0取胜，实现了乒乓球男
团奥运四连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
届奥运会获得的第35枚金牌。本届奥
运会，国乒4金1银收官。

赛前，张继科就预言，这一场比赛
是“稳赢”。

稳赢，因为有底气，国乒是我们的
“梦之队”。不管对手是谁，国乒的目标
只有一个——拿冠军。

乒乓球团体项目是2008年北京奥
运会才加入的，国乒在该项目中整体
的优势明显，虽然本届奥运会新增加
的混双项目，中国队没有拿到冠军，不
过在接下来的单打和团体比赛中，国
乒却呈现出了碾压之势。

无论是女单还是男单，中国选手
都一路过关斩将会师决赛，包揽了金
银牌。而女团也一样，中国队每一轮都
是以3比0横扫过关，最终在决赛中3比
0击溃日本队实现四连冠。

此前，中国男团先后以三个3比0
淘汰了埃及队、法国队和韩国队。虽然
半决赛面对韩国队打得并不轻松，但
中国队的晋级之路总体还算顺利。

昨晚的决赛，中国男团派出的球
员依旧是马龙、许昕和樊振东，三人的
能力属于世界超一流。

首场双打，马龙/许昕3比0战胜波
尔/弗朗西斯卡，取得开门红；第二场
单打，获得男单亚军的樊振东一度1比
2落后男单铜牌得主奥恰洛夫，但他随
后以11比5、11比3连扳两局逆转；第三
个出场的马龙又以3比1战胜老对手波
尔，提前终结了整场比赛。

在男团夺冠后，东京奥运会不管
是男团还是女团，都取得了四连冠，延
续国乒的霸主地位。

其中，32岁的马龙作为队内资历
最老的队员，已经成功斩获奥运第五
金，与吴敏霞、邹凯并列中国奥运史
第一。细数马龙的5枚奥运金牌，分别
是2012年男团金牌、2016年男单和男
团金牌，以及今年的男单金牌和男团
金牌。

另外，31岁的许昕拿下了个人奥
运第二金，24岁的樊振东也获得了职
业生涯的奥运首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四人组合最引
人关注的“苏神”苏炳添再次显示出了在
弯道上的超强实力，为中国队获得第四名
奠定了基础。在半决赛中，苏炳添就是在
第三棒出发，他当时的弯道连续超车再现
男子百米半决赛上的出色状态，连电视解
说也惊呼“圆月弯道，太帅！”当时，中国队
以37秒92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仅次于牙
买加队进入决赛。

不过，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接力赛
第一棒和最后一棒最为关键，中国队为什
么会将实力最强的苏炳添放在第三棒呢？

其实在4×100米接力赛中，团队的配
合默契程度比每名选手跑得有多快更为
重要，交接棒技术比个人成绩更关键，这
也是为什么强大的美国队屡屡会在接力
赛中翻车的原因。这次奥运会上，美国队
在预赛中就“爆冷”被淘汰，就是因为在交
接棒时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第三棒非常考验个人能力，选手不但
要接棒和传棒，更要有很强的弯道跑处理
技术。曾经获得美国年度最佳田径教练的
南加州大学田径队总监卡里尔表示，自己
在接力赛的人员组合中，第三棒往往会选
择最擅长跑弯道的选手，一般来说这位选
手是以200米为主项，同时兼顾100米和
200米项目，这也是过去牙买加队会经常
安排博尔特来跑第三棒的重要原因。

而苏炳添也有过200米的参赛经历，
只是因为身高上的限制，导致他在200米
的后半程比较吃亏，所以成绩不是很突
出，因此也掩盖了他在200米项目中弯道
上的特点。实际上，苏炳添步频快、重心较
低的特点，十分适合“攻弯”。这也是为什
么从2010年亚运会开始，苏炳添在中国队
参加国际大赛4×100米接力赛时，基本都
是出任第三棒的重要原因。

当然，接力赛的战术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会根据选手当时的状态和对手的情况来
进行调整。2019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男子
4×100米接力赛预赛中，中国队跑出了37秒
79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当时苏炳添就是
被安排跑第一棒，发挥他起跑快的特点，而
那一年状态极佳的谢震业被排在第四棒负
责冲刺，他当时在接棒时仅处于第五名的情
况下，直道一路狂飙，最后几米实现了反超
法国队和荷兰队，最终帮助中国队进入到决
赛，在当时刮起了一阵“谢震业旋风”！

所以，“苏神”固然能力超强，但在男
子4×100米接力赛这样的团体比赛中，默
契才是王道。没有汤星强、谢震业、吴智强
的贡献和功劳，没有他们在起跑、交接棒、
冲刺等环节的出色发挥，中国队也不可能
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这个突破，属于中国队的“四人天
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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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4米
女子标枪
中国夺冠

创造
历史

男子4×100米接力中国队追平纪录

最强“苏神”
为何跑第三棒？

东 京 奥 运 会 特 别 报 道

8月6日晚，在东京奥运
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
选手刘诗颖在第一掷就掷出
66.34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
绩，并最终以这个成绩获得金
牌。“一掷定乾坤”，山东姑娘
刘诗颖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
下创造历史，拿到中国奥运代
表团历史上首枚标枪金牌。

东京奥运会渐近尾声，7 日是赛
会金牌最多的一天，共有34枚金牌产
生，足球、跳水、空手道等11个项目进
入收官战，中国队在跳水、拳击、皮划
艇等项目上将继续冲击金牌。

东京奥运会7日将进入倒数第二
个比赛日，多达11个项目将在当日收
官。中国队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台项
目派出曹缘和川将杨健，他们将力争
为中国队卫冕这个项目，为中国跳水
队圆满收官；皮划艇静水项目，中国选
手将再冲佳绩，其中在女子双人划艇
500米预赛里创造奥运会最好成绩的
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有冲金机会；
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将再度向
霸主俄罗斯发起冲击。

此外，男足决赛将在巴西队和西
班牙队之间展开，美国队将与日本队
进行棒球决赛，高尔夫、空手道、马术、
摔跤等项目也均将迎来收官战。

在 7 日进行的其他项目中，中国
队也有冲金点，拳击选手谷红将出战
女子69公斤级决赛。当日男篮、男排、
男子手球和女子水球均将决出冠军，
其中美国队将在男篮决赛中再战法国
队，此前小组赛首战他们就输给了对
手；男排决赛则将在法国队和俄罗斯
队之间展开。 据新华社

乒乓球男团
中国夺冠

金牌“峰值”日11项目收官

川将杨健
跳水10米台冲金

今 日 看 点追平
纪录
8月6日晚，在

万众期待的东京奥
运会田径项目男子
4×100米接力赛决
赛中，由汤星强、谢
震业、苏炳添、吴智
强组成的中国队以
37秒79力压牙买加
队获得第四名，追平
中国队在奥运会该
项目的最佳成绩，同
时打破全国纪录。

而此前的女子
4×100米接力赛
决赛，中国队的梁
小静、葛曼棋、黄瑰
芬、韦永丽跑出42
秒71的成绩，拿下
第六，并刷新奥运
最好成绩。

28岁的刘诗颖出生于烟台市牟
平区一个村庄，父母经营着饭店，鲜
有精力和时间陪伴刘诗颖，这让她从
小就养成了很强的自理能力。2005年
5月，13岁的刘诗颖被牟平区体校选
中，从此开始了与标枪为伴的训练生
涯。2007年7月，刘诗颖被选送至烟台
市体校，据刘诗颖的启蒙教练李秀湖
介绍，期间刘诗颖参加过两届省运
会，都拿到了冠军。

之后，刘诗颖站上了大赛的舞
台，包括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田径
锦标赛，甚至是亚洲田径锦标赛，迅
如闪电的标枪在她手中气势如虹，一
次次为她斩获冠军殊荣。2017年5月
21日，刘诗颖让世界见证了中国标枪
的实力。在世界田径挑战赛日本川崎
站女子标枪比赛中，刘诗颖掷出
66.47米，打破亚洲纪录，轻松夺冠。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刘诗颖凭借
第一投的66.09米夺得冠军，并创造

新的亚运会纪录。
烟台素有“田径之乡”的美誉，

烟台市体校被评为“国家田径奥林
匹克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烟台市
体校的女子标枪项目更是享誉世界
体坛，培养出了梁丽丽、耿爱华、李
玲蔚、隋丽萍、刘诗颖等多名优秀运
动员。多年来，教练员郭庆仙一直坚
持自己带队，不仅承担着烟台市的
比赛任务，还承担山东省和国家的
比赛任务。2016年中国参加里约奥
运会女子标枪项目的队伍中，有两
名队员（李玲蔚、刘诗颖）是她亲自
带队训练的，其中，李玲蔚是第二次
参加奥运会。作为地市级体校教练
员直接培养出参加奥运会的高水平
运动员，这在中国田径史上也是罕
见。里约奥运会上，刘诗颖只投出
57.16米，未能晋级决赛，但5年后的
东京，刘诗颖却一掷惊天下，改写了
中国标枪的历史。

生于“田径之乡”曾破亚洲纪录

以“黑马”姿态夺冠 女子标枪已形成集团优势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标枪被

寄予厚望，但无论是在业界还是媒体
看来，如果中国标枪能够打破历史夺
得金牌的话，老将吕会会是希望更大
的那一个。本届奥运会是吕会会第三
次征战奥运，经验更为丰富，战绩也
更加稳定。但就是在这样不被看好的
情况下，刘诗颖却在第一掷就掷出了
66.34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第五
掷中由于成绩暂列第一，刘诗颖选择
了免掷，当其他所有选手都完成比赛
后，她最终锁定这枚金牌。

去年受疫情影响，各项大赛都有
所搁置，中国田径运动员普遍采取了
封闭训练的方式。即便如此，刘诗颖
的表现依旧让人眼前一亮，在2020田
径全国锦标赛中，她以67.29米成绩
刷新个人纪录。据统计，该成绩在项
目年度世界排名中位列第二。凭借高
水平的发挥，刘诗颖很快确定了直通

奥运的资格。
刘诗颖进步神速，离不开她的队

友兼对手吕会会，有一个目标在身
边，更利于自己进步。当然，外界也免
不了会把两人拿来进行比较。对于这
个话题，刘诗颖毫不避讳，她说：“作
为中国运动员，无论会姐还是我，在
奥运会取得好成绩都值得高兴，有越
多的优秀运动员参赛就越能出成绩，
对于整个田径队都是非常幸运的。”

本届奥运会上，中国田径迎来大
爆发，在多个项目中迎来突破，尤其
是女子投掷项目，更是在铅球和标枪
上拿到两块金牌。与其他项目一样，
刘诗颖的金牌不光归功于她一个人，
同样有着吕会会以及多位标枪前辈
的功劳。正是一代代人的努力，才让
中国标枪形成集团优势，最终在奥运
会圆梦成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樊振东、马龙、许昕领奖

这晚，注定是中国田径的突破之夜
在刘诗颖为中国田径夺得首枚女子标枪
奥运金牌之后，中国男女接力队又相继
踏上决赛跑道，展示了中国速度！

突突突
之夜之夜之夜
破破破

刘诗颖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刘诗颖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中国队第四棒吴智强和第三棒苏炳添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