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点整
羽毛球：混合双打半决赛

9点整
女子七人制橄榄球：中国VS美国

10点整
乒乓球：女子单打半决赛

10点28分
游泳：女子200米蝶泳决赛

11点31分
游泳：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13点30分
射击：女子多向飞碟决赛

14点整
乒乓球：男子单打半决赛

15点25分
女子排球：中国VS俄罗斯奥委会

16点整
柔道：女子78公斤级决赛

17点30分
女子曲棍球：中国VS西班牙

20点整
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

张雨霏力争中国泳军首金

在女子 200 米蝶泳半决赛中率先

触壁， 当张雨霏看到大屏幕上的成绩

为 2 分 04 秒 89，显得有些惊讶。 2 分

04 秒 89 不仅创造了张雨霏该项目个

人最佳成绩，也是自 2017 年布达佩斯

世锦赛以来的世界最好纪录。 然而赛

后她却表示，“这成绩真的超出了我的

预期，因为我还没有用尽全力。 ”

100 米蝶泳决赛以 0.05 秒之差与

冠军擦肩而过， 今天张雨霏将在 200

米蝶泳赛场向中国泳军的东京奥运会

首金发起冲击。 年轻小将俞李妍将同

场亮相，她以排名第六晋级决赛。中国

游泳队还将参与女子 4×200 米自由泳

接力的争夺，由汤慕涵、李冰洁、张一

璠、董洁四名小将携手出战。

遭遇混双失利的中国乒乓队有望

在女单赛场迎来迟到的东京首金。 在

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国乒头号女

单陈梦开局状态不佳， 但随后打出出

色状态， 以 4 比 2 逆转击败中国香港

选手杜凯琹，晋级四强，她将在半决赛

中迎战新加坡选手于梦雨。 4 比 0 大

胜德国选手韩莹的孙颖莎则将对阵日

本名将伊藤美诚。 两组半决赛的胜者

将在今晚争冠。 男单赛场今日会产生

决赛对阵形势， 樊振东将在半决赛中

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 马龙则将

迎战德国名将奥恰洛夫。

作为中国羽毛球最有希望夺冠的

项目，混双将在今天产生决赛席位。排

名世界第一的郑思维/黄雅琼在昨天

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以21比17、21比15

战胜印尼组合乔丹 /奥克塔维亚尼 ，2

号种子王懿律 /黄东萍以21比9、21比

16击败世界排名第六的韩国组合徐承

宰/蔡侑玎。“雅思”组合将在半决赛中

迎战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影雪 ，

“黄鸭”组合的对手则是世界排名第五

的东道主选手渡边勇大/东野有纱，后

者昨日苦战三局才逆转战胜泰国组合

德差蓬/沙西丽。从两对中国组合的状

态与实力来看， 他们极有可能提前为

中国羽毛球队锁定这枚金牌。

中国女排将在东京奥运会小组赛

B 组的第三轮较量中迎战俄罗斯奥林

匹克队。 先后以 0 比 3 负于土耳其与

美国， 遭遇开局两连败的中国女排排

名小组倒数第二名，根据规则，只有小

组前四名才能晋级淘汰赛。 中国女排

剩下的三个对手分别为俄罗斯奥林匹

克队、意大利队、阿根廷队。 对俄奥队

一战，中国女排已经不容有失，如果仍

无法赢球，很可能将小组出局。主教练

郎平此前表示，与首战相比，中国女排

与美国一战中的表现有明显提升，但

队员们仍然没有完全放开。 从前两场

小组赛来看， 朱婷的伤势对中国女排

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 想要

走回胜利正轨， 其余中国球员需要在

进攻端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今日看点

中国战报
金牌
陈云霞、崔晓桐、吕扬、张灵

赛艇女子四人双桨

王宗源/谢思埸

跳水男子双人 3 米板

石智勇 举重男子 73 公斤级

银牌
肖若腾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

铜牌
张亮、刘治宇

赛艇男子双人双桨

中国队 女子三人篮球

奖牌榜
代表团 金 银 铜 总计
美国

中国

俄罗斯奥委会

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意大利

韩国

荷兰

德国

这块金牌圆了两代人的梦
东京奥运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国组合碾压式夺冠

五年前，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风景秀

丽的罗德里戈湖边， 年仅 19 岁的张灵

和三位姐姐一起闯入了奥运会女子赛艇

四人双桨决赛。 最终， 与梦想中的奖牌

擦肩而过， 名列第六的四位姑娘在湖边

相拥而泣。

“距离领奖台其实不远， 有点不太

甘心。 但刚刚的泪水不是因为懊恼， 或

许更像是一种感动。” 当年的张灵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奥运经验将成为自

己里约之行最宝贵的财富， “最起码，

我们大家通过这次比赛都明白了， 奥运

会确实是和其它所有比赛都完全不同。

下一次， 大家就都心里有底了。”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新的一个奥

运周期转瞬而去， 张灵没有虚度其中的

任何一天。

在昨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赛艇

四人双桨决赛中， 作为中国队这条艇上

唯一有过奥运经历的 “老” 队员， 张灵

带领着另三位姐姐陈云霞、 吕扬和崔晓

桐， 以碾压所有对手的方式， 站上了奥

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6 分 05 秒 13 的成

绩不仅领先第二名波兰队多达 6 秒 23，

更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 胸前挂上了

金灿灿的奖牌， 张灵的脸上满是笑容，

“这枚金牌对我们意义很大， 证明了我

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最想给妈

妈打电话， 告诉她我做到了， 拿到了这

块金牌。”

这枚金牌不仅弥补了五年前的遗

憾， 更是中国赛艇队继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首夺奥运金牌后， 再次登上最高领

奖台。 这枚等待了 13 年的金牌， 也圆

了队伍主教练、 有着中国赛艇 “不老传

奇” 之称的张秀云的梦。

“队员们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出

色， 当我看到她们在前半程划出了从未

有过的好成绩之后 （3 分 01 秒 96）， 就

坚信这块金牌稳了。 最终果然是一个世

界最好成绩。” 比赛结束后， 女子四人

双桨教练张秀云喜上眉梢， “我练赛艇

这么多年， 最想拿一枚奥运会金牌， 但

是没能拿到。 所以我希望我的弟子们能

拿到金牌， 今天的这块金牌也圆了我自

己的梦想。”

今年 45 岁的张秀云曾是中国最著

名的赛艇运动员， 曾在 1996 年亚特兰

大奥运会上夺得女子双人双桨亚军， 她

退役生子后又选择复出 ， 接连参加了

2008 年和 2012 年奥运会。 二度退役成

为教练后， 张秀云依然将全部精力奉献

给了中国赛艇， 平时生活中与队员们同

吃同住， 训练中亲自上艇手把手地教队

员们技术动作， 如今所有的付出终于有

了回报。 队员们在赛后将四枚金牌一齐

挂在张秀云的脖子上时， 这位一直梦想

着奥运冠军的中国赛艇元老惊呼： “太

沉了， 脖子要受不住了。”

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冠军， 这条如

今碾压所有对手的四人双桨艇， 在组建

后屡做调整。 “崔晓桐划过单桨， 也做

过领桨 ， 不过这条艇一开始是张灵领

桨。 后来发现张灵打舵打不直， 所以才

让崔晓桐领桨， 把张灵放到当时的一号

位。” 谈起自己的弟子们， 张秀云如数

家珍， 正是在她和教练组成员的仔细研

究和悉心调教下， 这条艇才能以如此强

势的方式拿下冠军， “我们通过训练发

现， 其实崔晓桐的技术特点更适合划一

号位， 于是队伍又一次做出调整， 让动

力更强的张灵去划二号位。 吕扬的特点

是吃桨幅度非常好， 能够承前启后，

所以去划三号位。 最后考虑到陈云霞

比较轻巧， 于是最终我们又把她调整

到了一号位……”

张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张

指导平时和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平时我不折磨你们， 到了比赛

时对手就会折磨你们’。” 而当记者问及

张秀云平时究竟如何 “折磨” 她们时，

张灵笑了起来， “不是说某个训练环节

或者某项训练内容折磨， 而是所有方面

的训练强度都是我未曾经历过的。 但为

了冠军， 一切都是值得的。” 而在吕扬

心目中， 冬训时在凌晨寒冷的千岛湖训

练， 最让自己感到崩溃， “天气非常寒

冷， 再加上凌晨训练无法凭视觉判断，

的确很难。 但现在看来， 这样的训练更

能够培养自己对艇的感觉， 达到人船合

一。” 说到这里， 倒是崔晓桐的一句话

逗笑了所有人， “我都忘记了还有这么

苦的时候， 金牌到手之后， 我就什么都

忘记了。”

崔晓桐可以 “忘记” 平时所吃的所

有苦， 但人们绝不会忘记张秀云和她的

队员们为这块金牌所流淌的汗水和血

水。 没有异于常人的付出， 不经历难以

承受的折磨， 又怎么可能在奥运会的舞

台上展现自己世界顶尖的实力。

“咱中国爷们也有能力与欧美选手抗衡！”
双人双桨摘铜，刘治宇、张亮实现中国男子赛艇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在奥运会上， 中国男子赛艇想要

实现奖牌零的突破有多难？ 谈起这个

问题， 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刘爱杰回答

了六个字： “如同虎口拔牙。” 由此

可见， 刘治宇和张亮这对男子双人双

桨组合拿下这枚铜牌有多么珍贵。 在

昨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赛艇男子双人

双桨决赛中， 这对组合以 6 分 03 秒

63 的成绩夺得季军。 值得一提的是，

他俩的成绩比拿到银牌的荷兰组合仅

慢了 0.20 秒。

自 1988 年汉城奥运会到 2016 年

里约奥运会， 中国队获得的所有奥运

会赛艇奖牌 （1 金 4 银 4 铜） 均来自

女子项目。 伴随着刘治宇和张亮登上

领奖台， 中国男子赛艇终于实现了突

破。 “咱中国爷们也有能力与欧美选

手抗衡！” 刘治宇赛后在东京海之森

水上竞技场豪气万丈地说道， “希望

后面的运动员都要相信， 只要努力训

练， 就一定能在赛场上得到证明。 随

时想到 ‘我可以！ 我敢干！’， 要敢于

向强手挑战， 永不言弃！”

从 2019 年世界杯保加利亚普罗

夫迪夫站夺冠， 到同年举行的赛艇世锦

赛上摘金， 再到昨天抢下中国男子赛艇

的首块奥运奖牌，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背

后 ，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 。 例如

2019 年世锦赛夺冠之后那令人动容的

一幕： 拼尽全力的刘治宇累得突然瘫倒

在地， 之后在张亮的搀扶下才能走到领

奖区。

谈起五年的艰辛备战， 张亮认为支

撑自己走到东京的是对梦想的追求 ，

“每个运动员都想在运动生涯中站上奥

运会最高领奖台。 虽然我们这次拿的是

铜牌， 但在我心里也是金牌。 我没有遗

憾 ， 因为我和我的搭档 、 我们整个团

队， 付出的太多了， （是不是金牌） 已

经不重要了。”

刘爱杰表示， 张亮和刘治宇在这场

决赛前后半程都划出了 3 分 1 秒左右的

成绩， 非常不容易， “这已经是他俩的

最好成绩了， 但是对手太强大了。 关键

时刻我们队员的能力还是比欧洲选手差

了一点， 但是提高能力谈何容易， 我们

和对手没有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现在通

过后天努力， 已经慢慢赶上来了。 张亮

和刘治宇今天已经非常棒了， 我相信中

国赛艇还会有更好的未来。”

主 编/谷 苗
责任编辑/陆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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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海翔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出道即巅峰”的背后，是成倍的付出
张灵、陈云霞为上海拿下东京奥运第三金

以强势方式轻松赢下所有对手，

对于中国女子四人双桨这条艇， 其实

并不陌生。 在陈云霞、 崔晓桐、 吕扬

和张灵这四位姑娘于 2019 年正式组

合成型之后， 她们携手参加的大赛，

冠军就从未旁落。

上海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书记董

瑛透露， 这组中国金花属于出道即巅

峰， “组合成型之后， 她们首次参加

世界杯分站比赛 （保加利亚普罗夫迪

夫站） 就夺得冠军， 随后整个赛季保

持全胜。 今年 5 月份， 在世界杯瑞士

卢塞恩站上， 时隔一年重新站上国际

赛场的她们再次以领先第二名 4 秒多

的优势夺冠。 近年来只要她们出战，

金牌就不会旁落， 所以这条艇也是目

前中国赛艇实力最雄厚的项目之一。”

而当提起这条艇上由上海输送的

两名队员时， 董瑛更是赞不绝口，“在

上届奥运会拿到第六之后， 张灵这五

年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代表中国队

登顶。 陈云霞是上届全运会后进入国

家队的新手， 但小姑娘在国家队的提

升非常快。 虽然这两年经历了奥运会

推迟的风波， 但她们始终咬着目标不

放，今天终于梦想成真。感谢国家队的

培养，把几位姑娘雕刻得如此完美。 ”

作为最后一个加入这条艇的队

员， 陈云霞身上颇有励志色彩。 2007

年， 出生于内蒙古的她进入当地体校

练习田径短跳项目， 凭借出色的运动

天赋， 陈云霞多次在通辽市田径比赛

中取得第一名， 直至今天仍保持着当

地初中女子组跳远和三级跳远最好成

绩 。 2009 年 ， 陈云霞被上海七宝中学

选中， 一边读书一边练习田径。 短短两

年之后， 因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爆发力，

陈云霞被上海赛艇队的教练选中， 就此

迎来运动生涯转折点 。 进入上海队之

后， 陈云霞逐渐成长为国内一流赛艇选

手， 2017 年在全国 U23 锦标赛 、 全国

锦标赛等比赛中获得单人艇冠军， 同年

的全运会上 ， 她还拿到了亚军的好成

绩， 顺利进入国家队。

上海队和国家队的良好训练环境给

陈云霞的成长带来很大帮助， 但真正起

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她所具备的顽强意

志 。 2017 年全运会资格赛上 ， 因伤只

能以单腿发力的陈云霞依然拿到全运会

资格， 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赛艇界。

上海赛艇队领队杨健回忆称： “当时陈

云霞的膝盖出了问题， 没法完成技术动

作， 我们都劝她放弃， 但为了参加全运

会 ， 陈云霞说拼了命也得上 。” 于是 ，

这个倔强的姑娘就这样一边康复一边训

练， 最终在一条腿不能发力的情况下拿

到了全运会资格。

除了陈云霞之外， 张灵的这五年同

样充满艰辛 。 上海赛艇队教练陈坚表

示， 张灵的身上有很多伤病， 一次高原

集训时， 她还因为过敏性鼻炎引发了哮

喘 ， 直至今天都还主要靠药物控制 ，

“但对于任何伤病， 张灵的态度都非常

简单而且明确，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无论如何都

能坚持到底’！”

出道即巅峰的背后， 有天赋， 更有

成倍的艰辛和付出 。 感谢陈云霞和张

灵， 她们用坚持换来了上海的第三块东

京奥运会金牌。

■本报记者 陈海翔

这枚宝贵

的奖牌，在张亮

和刘治宇心里

“也是金牌”。

视觉中国

中国队遥遥领先， 以绝对优势一举拿下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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