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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正在征战东京奥运会中国军团在射击、
游泳、击剑等项目上具备争金实力，除了精彩的金牌争
夺战，中国女排与劲敌美国女排之间的较量同样值得
关注。此外，当日的奥运赛场还有多位河南选手亮相，
其中来自郑州的体操美女芦玉菲将亮相体操女团决
赛，两位射手何正阳、张雨将分别参加 10米气手枪混
合团体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的角逐，他们有望
为家乡夺得奖牌甚至是金牌。

男子100米仰泳决赛，里约奥运会亚军、两届世锦
赛冠军得主徐嘉余将全力冲金。9：25，CCTV5直播
游泳男子100米仰泳等项目决赛。

对世界排名高居榜首的中国女子重剑队来说，今
日的目标只有一个：复制伦敦奥运会的辉煌。已经斩
获东京奥运会女子重剑冠军的孙一文将再度披挂上
阵，与队友们一道向女子重剑团体冠军发起冲击。
18：30，CCTV高清4K直播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

跳水女子双人 10米台决赛，张家齐、陈芋汐轻松
折桂应在情理之中。14：00，CCTV5直播跳水女子双
人10米台决赛。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项目是东京奥运会的新增
项目，中国射击队在这个项目上具备一定的实力，共有
两对中国组合参赛，其中一对便是何正阳与杨倩（陕
西）组合，8:00，该项目的资格赛就将打响。9：50，
CCTV5+直播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同样是东京奥运会的
新增项目，中国射击队在该项目上同样具备了冲击奖
牌甚至是金牌的实力，也有两对中国组合参赛，其中一
对是张雨与盛李豪（江苏）搭档。年仅 16岁的盛李豪
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男子 10米气步枪项目的银牌。
12：15，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打响。14：30，
CCTV5直播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

首战0:3完败于土耳其女排，中国女排遭遇了与里
约奥运会时一样的“开门黑”。今日，中国女排将迎来
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对手是小组中实力最强的美国女
排。面对这样的劲敌，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不需要动员，

“婷队”一定会带领队友们全力以赴争取拿下对手。
10：05，CCTV5直播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的比赛。

已经美上热搜的郑州体操美女芦玉菲，将与队友
们一道亮相体操女子团体决赛。资格赛排名第三的中
国女子体操队一定会力争突破。18：45，CCTV5直播
体操女子团体决赛。

河南女篮阵中实力与颜值并存的张茹，将身披国
家队战袍出战中国女篮与波多黎各女篮的比赛，让我
们一起为这位河南女篮首登奥运会赛场的第一人加
油！20：00，CCTV5+直播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
篮比赛。 本报记者 陈凯 刘超峰

本报讯（记者 陈凯 刘超峰）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
资格赛 25日晚结束，团体、个人全能以及 4个单项的
决赛的名单随之产生。郑州姑娘芦玉菲与国家队队友
一道获得团体项目决赛资格的同时，她个人还获得了
个人全能、高低杠两个单项的决赛资格。

中国体操队女子团体四人阵容为芦玉菲、唐茜靖、
章瑾、欧钰珊，她们在25日的资格赛中拿到了166.863
分，排名第三，顺利晋级决赛。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奥
委会队，成绩是 171.629分，美国队紧随其后，成绩是
170.562分，东道主日本队排名第八。

女子个人全能方面，中国队芦玉菲、唐茜靖晋级决
赛，美国名将拜尔斯虽然在多项比赛中出现瑕疵，但仍
位列第一晋级决赛。此外，芦玉菲、范忆琳晋级高低杠
决赛，管晨辰、唐茜靖晋级平衡木决赛。

新华社东京7月26日电（记者 叶佳）东京奥组委透露，
感染新冠的运动员在无症状情况下，隔离期满并符合相关
条件，最快7天后可恢复上场参赛。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 25日下午的一场男足小组赛中，
17日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两名南非足球队员出现在南非队
与法国队的比赛中。对此，东京奥组委解释说，新冠无症
状感染者满足以下任何一个条件，均可恢复参赛，即无症
状且隔离满 10天，或者无症状者在指定酒店隔离满 6天，
且 6天后间隔 24小时以上的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也就是说，在检测出阳性后，新冠无症状感染者最快7
天后就可以上场比赛。不过，东京奥组委同时强调，处在
隔离期的运动员不能参赛。

东京奥组委 18日公布有两名南非男子足球队员核酸
检测阳性，他们随后缺席了22日男足小组赛南非队与东道
主日本队的比赛。

东京奥组委自 7月 1日以来每天公布与奥运相关人士
的新冠病毒筛查结果。截至26日，共有148位与奥运会相
关人士感染新冠病毒，其中16人为运动员。

中国女排重整旗鼓
河南选手冲击奖牌

体操女子资格赛结束

芦玉菲三项进决赛

东京奥组委：

感染新冠运动员
最快7天后可复赛

彩期待彩期待金金

中原风采中原风采为热爱坚持为热爱坚持 为梦想冲刺为梦想冲刺
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

古希腊，法国人顾拜旦为奥运会翻
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896年，首届

现代奥运会在希腊
雅典举行，百年沧
海桑田，四年一届
的奥运会成为这个

蓝色星球上最重要
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奥 运 会 的 规 则 有 变

化、项目也在不断变化。
但奥运精神却一脉传承，为
热爱而坚持，为梦想而冲
刺，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
互联网时代，依然有着最动

人的力量。一代又一代的运
动员走上舞台，挑战地心引力、挑

战极限、挑战自己……而在这个过
程中，公平、友谊、团结在奥林匹克
的精神花园中不断枝繁叶茂。

就在东京奥运会的第二个比
赛日，日本两兄妹阿部一二三和阿
部诗同一天在两个个人项目中分
别摘金，创造了奥运会的历史。兄
妹二人的教练井上康生表示：“他
俩一起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
章。我认为，我们在目睹柔道界两
位新星的诞生。我指望他们能引
领整个柔道运动的发展，我对他们
寄予厚望。”

遗憾止步的两届奥运会冠军
吴静钰，观看完该项目的决赛后
评价淘汰了她的 17 岁西班牙小
将塞雷佐时说，“她打得真的很好，
女子 49公斤级又出现一个新人。”
在吴静钰看来，不断看到新的、有
能力的选手出现，这就是竞技体育
的魅力。

这就是奥林匹克。拼尽全力
去战胜对手，却也会真诚地为对手
鼓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着
同样的梦想。

正因如此，我们会为冠军欢
呼，也会为那些拼搏过、奋斗过、努
力的选手们致以掌声。在追求更
快、更高、更强的路上，我们会因奥
林匹克运动而更团结。

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仍在延
续，尽管时间会逝去，生命会老去，
但，奥林匹克的精神不朽！

新华社东京7月26日电

青山依旧在，朝霞已满天
——奥林匹克精神代代传承

时光匆匆，上演老将迟暮的催泪桥段，
又带来少年英雄的振奋人心。丘索维金娜
的挥手泪别，内村航平的垂头不语，吴静钰
的一笑风云过，让人感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
去；而杨倩的灿烂笑容，拉什托夫的振臂怒
吼，又让人感受到鲜衣怒马的青春激荡。

青山依旧在，朝霞已满天。

老兵不老兵不死死 远去仍留身影远去仍留身影
老将会告别，但他们并没有远去。
在女子跳马项目中止步资格赛，丘索维金娜

娇小的身躯埋在教练的臂弯里，抽泣的样子更像
个需要疼爱的孩子。46岁的她
含泪结束了自己的第八届
奥 运 会 征 程 。 当“ 丘
妈”退场时，东京有
明体操馆里所有的
运动员、裁判、媒
体人和志愿者都
起立为她鼓掌，向
这位用一生诠释
奥运精神的伟大
运动员致敬。

“没有秘密。我
就是喜欢体操。这么
多年来我一直听从内
心，坚持运动。我喜欢体
育，我知道它是什么，我想
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丘索维金娜赛后说。

追求自我的道路上，年龄只是个数字，
坚持才是内涵。无独有偶，本届东京奥运会
上，另一位“妈妈级”选手——中国跆拳道运动
员吴静钰，也未能用一块奖牌来与大家告别。

在女子 49公斤级的复活赛中，这位 34岁的
两届奥运会冠军输给了 23岁的对手。走下赛场
的吴静钰很平静。“对手贴上来的那一刻，感受到
速度和冲击时，我知道，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她
说，“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我能接受自己这样的状
态退役，因为我觉得我尽力了，我真的非常努力做
完了这一切。”

而让东道主日本民众唏嘘不已的，是他们曾
经的体操“全能王”内村航平。虽在本土参赛，32
岁的他却在自己唯一的参赛项目——单杠资格赛
中因掉杠失误而无缘决赛，提前结束了奥运之旅。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巅峰，被选为国家队队员
的过程本身已经非常艰难。”四度参加奥运会、手
握三枚金牌的内村航平已经淡然接受了他已不再
是赛场主角的现实。然而，他已经在体操运动历
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传奇——蝉联六届体操世锦赛
个人全能冠军的世界纪录。

老将总会告别，但他们的背影并不总是悲壮。
“我从没想过这个年龄还能站上奥运赛场，也

没特别想赢什么，更不会害怕失去什么。”第五次
参加奥运会的“阿姨”倪夏莲说。1983年，20岁的
倪夏莲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赢得了东京世锦赛
混合双打和女子团体赛事金牌。2020年东京奥
运会，58岁的她代表卢森堡重回日本参赛。被尊
为“乒坛活化石”的她，赛场下亲切可爱得像喜爱
闲聊的隔壁大婶。

“能来到东京，就是一种快乐和享受。”倪夏莲说。

新星闪耀新星闪耀 进阶创造历史进阶创造历史
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体坛新星继续

用自己的表现，诠释着“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本届奥运会第一位让人铭记的小
将，无疑是射击选手杨倩。这位出生在
千禧年夏天的姑娘，用超乎常人的沉
稳，完成了从资格赛差点被淘汰到决赛
最后一枪翻盘的“超级逆转”，在女子
10 米气步枪项目上，为中国代表团射
落首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眼睛。”启
蒙教练虞利华评价说，“我跟她讲话时，
她正正地看着我，不躲闪，这说明她专
注、自信、有胆量。”

有的小将如磐石，有的小将则如惊
涛骇浪，每一位登上奥运赛场的新星都
有自己的光彩。

在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决赛，乌兹
别克斯坦“00后”选手拉什托夫迎战英
国选手辛登。相比 2019年跆拳道世锦
赛68公斤级冠军辛登，年轻的拉什托夫
可算籍籍无名。但决赛中，拉什托夫首
局就给世界冠军13∶8的下马威，并最终

以 34∶29力克对手，为自己的祖国夺得
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赛后，拉什托夫振臂怒吼，披上国
旗绕拳台一周：“我很高兴和激动，这块
奥运金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让我之后
继续去赢得更多的冠军！”

在碧波池里，中国的游泳女将也是
巾帼不让须眉。19岁的奥运会新人李
冰洁在女子 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 4
分 01秒 08的成绩再次改写曾由自己创
造的亚洲纪录，并为中国代表团拼下一
枚铜牌。

这位 2002年出生的中国女子中长
距离自由泳选手，曾经一度陷入状态低
谷，去年初还因骨折影响了训练和比
赛。很多人担心这位“天才少女”就此
淡出泳坛，李冰洁坦言，自己焦虑甚至
崩溃过，但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李冰洁
由衷地感谢教练的“魔鬼训练”——那
个让她一边跑一边哭的训练，如今使她
可以笑着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这
场比赛我给自己打 95分，剩下 5分，下
次继续努力。”李冰洁说。

新华社东京 7月 26 日电
（记者 王恒志 王沁鸥）奥运赛
场 26日又一次证明了，赛场上
没有绝对。人们期望中的中国
两大“梦之队”跳水队和乒乓球
队包揽金牌的理想状况，已经
无法实现。东京奥运会 26日，
中国军团收获4银 3铜，金牌榜
上位居第三。东道主日本连夺
三金登上金牌榜首。

由于在第四跳出现较大失
误，曹缘/陈艾森最终以 1.23分
之差不敌英国组合戴利/马修·
李，陈艾森赛后表示遗憾的同
时，还不忘安慰队友：“这就是
比赛的一部分，年轻人嘛，总会
留点遗憾的。”这也是 27 岁的
英国“神童”戴利第四次参加奥
运会，从北京奥运会 14岁的懵
懂少年，到终于站上奥运最高
领奖台，戴利直言这一刻令人
难以置信。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
还有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许
昕/刘诗雯开局就以 2∶0 大比
分领先，就当所有人以为这又
将成为一场一边倒的比赛时，
日本组合水谷隼/伊藤美诚连
扳三局。尽管许昕/刘诗雯将
总比分扳成 3∶3，但决胜局日
本组合上来就打了一个 8∶0，
许 昕/刘 诗 雯 奋 力 追 分 但 无

力回天，以 6∶11 输掉决胜局，
也成就了日本首枚奥运乒乓
球金牌。

这 一 天 的 银 牌 特 别 多 。
女子举重 55 公斤级比赛中，
廖秋云虽然六次试举全部成
功，但菲律宾选手迪亚兹挺举
最后一把举起 127 公斤，从而
以 1 公斤的优势摘得金牌，这
也 是 菲 律 宾 奥 运 历 史 首 金 。
张雨霏当日也为中国队添得
一枚银牌，在女子 100 米蝶泳
决赛中，她以 0.05 秒的微弱差
距获得亚军，虽然没能夺金，
张 雨 霏 依 然 给 自 己 打 了 99
分，“剩下那 1 分，我希望自己
的心态可以更好，也学到了重
要 的 一 课 ，怎 样 调 节 紧 张 情
绪”。值得一提的是，她 55 秒
64 摘银的成绩已经逼近个人
最好成绩。

在扣人心弦的男子体操团
体决赛中，中国队与俄罗斯队、
日本队展开激烈争夺，最终笑
到最后的是俄罗斯人，他们以
262.5 分 获 得 冠 军 ，日 本 队
0.103分之差获得亚军，中国队
以261.894分获得铜牌。此外，
魏萌获得射击女子双向飞碟铜
牌，李冰洁继预赛后再度刷新
女子 400 米自由泳亚洲纪录，
并获得该项目铜牌。

中国男女三人篮球队当日
都表现不错，女队 15∶12 击败
日本队，19∶21 憾负保持全胜
的美国队，已经锁定淘汰赛资
格；此前一胜难求的男队则迎
来两连胜，连续两场绝杀击败
比利时队和波兰队，为晋级留
下一线希望。中国小将曾文蕙
在奥运新项目滑板女子街式赛
中表现抢眼，她杀进决赛并最
终排名第六，冠军被日本未满
14 岁的小将西矢花夺得。此
外，中国香港队选手张家朗夺
得男子花剑冠军。

金牌榜上，当日席卷三金
的日本队以 8 金 2 银 3 铜排在
首位，美国队以 7金 3银 4铜排
在次席，中国队 6金 5银 7铜位
居第三，但在奖牌总数上中国
队依然排名第一。

赛场之外，国际奥委会宣
布奥运奖牌得主可以在领奖
台上短暂摘下口罩合影。东
京 奥 组 委 则 透 露 ，感 染 新 冠
肺炎病毒的运动员在无症状
情 况 下 ，隔 离 期 满 并 符 合 相
关条件，最快 7 天后可恢复上
场参赛。

27日将决出 20枚金牌，中
国军团在多个项目上有冲金可
能，此外女子三大球将集体出
战，她们的表现值得期待。

乒乓跳水“梦之队”失手
中国队金牌榜暂居第三

许昕许昕（（左左））//刘诗雯在比赛中刘诗雯在比赛中

曹缘曹缘（（左左））//陈艾森在比赛中陈艾森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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