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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日，中国军团的争金点集中在举重、跳水、
赛艇等项目上。其中赛艇项目的争金点正是河南赛
艇名将吕扬参加的女子赛艇四人双桨项目。此外，河
南另外一位实力派艇手王飞，也将与国家队的队友一
道，奋力冲击女子赛艇四人单桨项目的冠军。

受台风的影响，水上项目计划昨日举行的各项目
决赛推迟到今日举行，这其中就有中国赛艇队本届奥
运会冲金重点项目——女子赛艇四人双桨项目。预
赛中，吕扬与队友合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挺进决
赛。9：50，CCTV5直播女子赛艇四人双桨决赛。

出战女子四人单桨项目的王飞与国家队队友一
道获得该项目预赛小组的第二，如愿挺进决赛。
8：50，CCTV5直播女子四人赛艇单桨决赛。

中国跳水“梦之队”将派出王宗源/谢思埸组合出
战男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颇具实力的他们不出意外
的话，应该不会让这枚金牌旁落。14：00，CCTV5直
播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

中国体操男队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在男团比赛中
夺回里约奥运会失去的金牌，不过却因为压力太大获
得了一枚铜牌。今日，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
肖若腾和孙炜将捍卫中国体操男队的荣耀全力冲
金。两人分别以预赛第三和第四的成绩闯进决赛。
18：15，CCTV5直播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东京奥运会表现出色的中国举重队，今日将派出
石智勇出战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石智勇将向个人
第二枚奥运会金牌发起全力冲击，用优异的成绩续写

“中国力量”的辉煌。18：50，CCTV5+直播男子举重
73公斤级比赛。 本报记者 陈凯 刘超峰

本报讯（记者 陈凯 刘超峰）昨日是东京奥运会开
幕后的第四比赛日，共有朱婷、何正阳、张雨、芦玉菲等4
名河南选手亮相，在他们各自参加的比赛中有得有失。

昨日，中国女排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实力
强劲的美国女排。队长朱婷继续带伤作战，尽管砍下
全队最高的 18分，但是中国女排仍然以 0∶3完败，遭
遇小组赛两连败。当日比赛，与首战仅得 4分相比，

“婷队”状态有所回升，全场比赛 37扣 16中，还贡献
了两次拦网，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慢热，成了中
国女排两届奥运会面临最大的难题。接连不敌土耳
其和美国女排后，中国女排能否在“死亡之组”中突
围，已经被打上了问号。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与意
大利、俄罗斯和阿根廷三支球队对战，若想小组出线，
此后每一战都不容有失。

昨日，何正阳、张雨两位河南射手亮相射击赛场，
分别参加本届奥运会新增的比赛项目10米气手枪混
合团体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何正阳搭档王倩未
能跻身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最终获得第六名；
来自郑州的张雨则与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男子10米
气步枪亚军的盛李豪搭档，遗憾未能取得佳绩。对于
何正阳和张雨两位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新人来说，通过
奥运会这种世界最顶级综合性运动会的历练而积攒
下来宝贵经验，应该是最大的收获。

郑州体操美女芦玉菲亮相昨日体操女团决赛，她
在高低杆出现掉杠的情况下，顶住压力较为出色地完
成了后面平衡木和自由操两个项目。无奈中国女子
体操队整体实力偏弱，仅仅获得第七名。虽然只是一
个第七名，但是对于郑州乃至河南体操来说也是一个
突破，作为首登奥运会赛场的河南女子体操运动员，
她这次在女团比赛中获得的第七名已经创造了河南
体操的历史。相信有了女团比赛的经历，会让芦玉菲
积攒不少经验，在后面个人全能和高低杠的比赛中放
松自我、及时调整，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新华社东京7月27日电 日本东京都政府 27日宣布，
东京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2848人，创历史最高纪
录。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傍晚就此表示“将保持强烈警惕
以防疫情扩散”，同时否认了东京奥运会停办的可能性。

当天早些时候，菅义伟在首相官邸与经济再生担当大臣
西村康稔、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等相关阁僚进行磋商，就
东京都等地出现史上最多感染病例、政府今后应采取对策等
内容交换了意见。日本媒体援引其中一名出席者的话报道
说：“主要讨论了首都圈的感染情况，确认了确保病床和加快
疫苗接种等问题，但并未考虑采取追加措施。”

菅义伟会后在首相官邸回答记者有关“东京都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大增政府是否考虑中止东京奥运会”的提问
时，以人流减少为由否定了停办奥运会的可能性。与此同
时，菅义伟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在家通过电视观
看奥运会和残奥会赛事。

当天，东京都及周边的埼玉县和千叶县新冠感染人数
均创下历史新高。东京奥组委27日公布，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显示 7人呈阳性，2人为选手，其中 1位荷兰选手还参加
了24日举行的网球男双首轮比赛。截至目前，东京奥组委
公布的奥运相关人员新冠感染病例累计达到155人。

截至目前，东京奥组委每天都会统计公布运动员、持
有证件的大赛相关人员、相关从业者以及国内外媒体等新
冠病毒感染人数。

昨晚，2∶8惨败给荷兰队之后，中
国女足制造了东京奥运会三场小组
比赛失17球的“惨案”，“玫瑰”无奈在
东京赛场凋零。

从一开始的选人名单引发质疑，
到奥运赛场的步步艰辛，我们不禁想
问——中国女足的确需要培养新人，
但拿奥运会“交学费”真的合适吗？

主教练贾秀全带着巨大争议出
征奥运，不出意外果然中招了。中国
球迷曾无数次调侃中国男足的大赛
之旅过程是“揭幕战、生死战、荣誉
战”。这一次，中国女足也遭遇了类
似的剧本。三场比赛，中国女足在防
守端的糟糕表现被对手破门犹如探
囊取物，无论面对整体实力强劲的巴

西和荷兰，还是单点能力突出的赞比
亚，均是手足无措。

中国女足糟糕的防守表现，与
后防大将吴海燕的缺阵有着至关重
要的关系。在奥运前的备战期，吴
海燕遭遇了膝盖伤病，此番虽然随
队来到了东京，但伤情之下依然只
能在场边观战。而一些实力球员的
缺席，也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球队
的后防——比如此前在奥运赛附加
赛中作为边后卫表现不错的娄佳惠，
就没有出现在这次中国女足的奥运
会名单中。另外，唐佳丽、马君等多
位名将无缘奥运名单，也在球迷中间
引发过热议。

马君、娄佳惠、唐佳丽、姚伟 4 名

奥预赛主力无缘奥运会大名单，贾秀
全给了新人更多机会：乌日古木拉等
4名球员首次入选国家队，还有5名球
员的国家队出场次数仅为5次甚至更
少。贾秀全在奥运会之前让人“看不
懂”的操作，引起了巨大争议，也为此
次完败埋下隐患。

培养和锻炼新人是美好的初衷，
但贸然大规模送新人上“战场”的后
果却是灾难性的。主动选择在奥运
赛场练兵怎么看都是“荒诞”的做法，
尤其是在中国女足那么艰难才拿到
奥运会入场券之后。这样“荒诞”的
行为，不该由曾在奥运赛场上有过辉
煌的中国女足来买单。

本报记者 刘超峰陈凯

据新华社东京7月27日电 中国女
排在 27日的东京奥运会小组赛第二场
0∶3输给美国队之后，朱婷告诉新华社
记者，手腕的伤势对她影响比较大，有
的球疼得发不上力。

在谈到自己的手腕伤势时，朱婷告
诉新华社记者：“手腕的影响也是挺大
的，有的球疼得根本发不上力。昨天吃
了一些药，也调整了调整，感觉好很多。”

在当天比赛之前的热身训练中，记
者发现朱婷的手腕发力不是特别顺畅，
有的球打得不是很干脆。在第一局比
赛中，朱婷的一记重扣帮助中国队 9∶8
领先美国队，扣完之后朱婷用左手握了
握右手的手腕。

从第二局比赛开始，朱婷的状态明显
上升。不过，与平常更多用扣球得分不
同，朱婷很多球是用吊球的方式终结的。

在25日的比赛结束后，中国队主教
练郎平透露，朱婷的伤势对她有比较大
的影响。不过，在美国队的比赛中，朱
婷仍然首发并且打满了全场。在被问
到手腕伤势的后续处理时，朱婷说“大
夫会有办法”的。

面对两连败的开局，朱婷表示，毕
竟 B组是“死亡之组”，对于困难有心理
准备，后面的球还要一场一场去打。

新华社东京7月27日电“中国跳水就是不可战胜！”
面对外国媒体的提问，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
台冠军的张家齐和陈芋汐不假思索地回答。

在女子双人 10米台决赛中，张家齐/陈芋汐以无可挑
剔的零失误，为中国跳水队拿下本届奥运会的第二金，这也
是自 2000年悉尼奥运会设立双人跳水项目以来中国跳水
取得该项目六连冠。

就在决赛前，场馆大屏幕上播放了 26日男子双人 10
米台的镜头回放，包括中国队两位师兄曹缘/陈艾森错失金
牌的失误一跳，以及英国组合夺冠后的欣喜若狂镜头画
面。然而，“奇袭”组合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毫无悬念地领
先五轮动作。

“这是我们俩的第一次奥运会，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年轻，
没有思想负担。男子双人跳台没有拿下来金牌，我们来拿！在
我心里，中国跳水就是不可战胜的！我对我们中国跳水队非常
有信心！首先要有这种信心，然后靠平时的训练积累，在赛场
上去拼，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队伍。”张家齐干脆地说。

对于15岁的陈芋汐来说，从小就喜欢争当班级的升旗
手，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看国旗升起、听国歌响起是幸福
的。“我小时候喜欢当升旗手，为班级、为学校做贡献。现在
的我成了奥运冠军，就要为国家争取荣誉。一直以来我是
以师姐吴敏霞为榜样，学习她的训练态度、动作细节。我也
认为中国跳水不可战胜，这是在平时努力训练、比赛努力拼
搏、把自己发挥到极致的基础上。战无不胜是拼出来的。”

自从2019年搭档以来，张家齐／陈芋汐联手获得光州
游泳世锦赛冠军，张家齐以“大姐大”的口吻评价陈芋汐：

“这个小姑娘挺聪明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她属于文
静的类型，我很羡慕她比赛时的临场发挥。她很棒的。我
的东京奥运会到此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会当好啦啦队员。”

陈芋汐说：“张家齐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的心态非常
好，不像我爱钻牛角尖，跳不好会急躁，她会帮助我平复心情。”

中国军团多点出击
河南艇手奋力争金

彩期待彩期待金金

中原风采中原风采

东京新增感染病例近三千人
日本首相表示不会停办奥运

我省4战将昨亮相
芦玉菲创造河南体操历史

据新华社东京7月27日电 27日的朝霞射击场再次迎
来捷报，杨倩和杨皓然组合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
以 17∶13击败美国组合夺金，延续了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
运会上的强势表现。这是杨倩的第二枚金牌，3天前，她在
女子 10米气步枪比赛中摘下东京奥运会首金。名将杨皓
然则终于实现了自己奥运会金牌的突破。

“感受就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能够取得这样的荣
誉。”杨倩说。

成名多年终于拿到奥运金牌，杨皓然表示：“我觉得我
们背负的东西更多是使命感和荣誉感，这些东西是要一直
背着的，对我们来说是让我们不断地进步，不断去取得更
好成绩的动力。”

总结自己的两枚奥运金牌，杨倩表示，最重要的就是
把握心态，做好过程。“我始终相信，只要我的过程是好的，
那我的结果肯定不会差，我始终坚信这一点，所以不断告
诉自己去做好过程，抓好我能做的。”

张家齐/陈芋汐：

战无不胜是拼出来的

“杨杨”组合：

把握心态，做好过程
朱婷：有的球疼得发不上力

玫瑰玫瑰““凋零凋零””
这次这次““学费学费””交得太贵交得太贵 中国队球员罗桂平（左二）在比赛中倒地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夺金“二人转”提气看女篮
据新华社东京7月27日电 搭档同心，其利断金。

27日，中国在三个双人项目上摘金，女篮表现提振军
心，三人篮球女队挺进四强，五人制女篮大比分取胜迎
来“开门红”。

射击项目一日双响，上午率先开赛的 10 米气手
枪混合团体赛中，中国选手庞伟和姜冉馨 16∶14击败
俄罗斯组合夺冠，这也是老将庞伟时隔 13 年后再次
在奥运会上摘金。而他和姜冉馨在此前进行的个人
赛中均分别获得了铜牌，此番夺金可谓“双铜合璧，锻
造一金”。

随后的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则是
“杨杨”得意，杨倩、杨皓然组合再添一金。此前在女子
10米气步枪个人赛中射落本届奥运首金的杨倩，也达成
了一届奥运会上独揽双金的成就。

跳水“梦之队”未受前一日失金的影响，“00后”组
合陈芋汐/张家齐问鼎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两人五
轮得分均列第一，表现堪称无懈可击。中国队也实现
了在这个项目上的六连冠。

女篮高奏凯歌。五人制赛场上，中国女篮迎来小
组赛首秀，42分大胜波多黎各，迎来奥运“开门红”。三
人篮球女队先轻取蒙古国队出线，晚间又以 19∶13力
克意大利杀入四强，队员王丽丽更是凭借此役独得 11
分的表现登上热搜。

三人篮球是本届奥运会篮球大项下的新项目，28
日将决出男、女两块金牌。已在循环赛阶段展现出硬
朗作风和稳健实力的中国女队，有可能创造历史。

三大球有喜也有忧，继首场负于土耳其后，中国
以又一个 0∶3 负于美国，遭遇小组赛两连败。重炮
手朱婷的手腕伤势仍有较大影响，但她在比赛中仍
贡献了全队最高的 18 分。女足在晚间 2∶8 大比分
负于 2019 年世界杯亚军荷兰，三人篮球男队在出
线关键之战中 16∶21 不敌日本，就此结束了本次奥
运征程。

跆拳道项目当日完赛，中国队只
获得一枚铜牌；传统强队韩国也无
金牌入账，仅带走一银两铜。

中国台北队 27 日收获
首金。女子举重 59 公斤
级比赛中，三项世界纪录
保持者郭婞淳以236公
斤轻松夺冠，领先亚军
19公斤之多。但赛后，
郭婞淳却因为没破世
界纪录把自己气哭了。

另一赛场上的有
趣一幕出现在公路自行
车决赛，项目前三名均被
瑞士选手包揽，这也是本届
奥运会首次出现颁奖典礼升起
三面相同国旗的场景。

东道主当日继续强势表现。日本垒球队 2∶0战胜
美国，夺得垒球时隔 13年重返奥运后的这枚金牌，目
前日本以10枚金牌排在金牌榜榜首。中国以 9金 5银
7铜位列第三。

但东道主也有烦恼。虽乒乓球混双金牌热度犹
在，被寄予厚望的张本智和与丹羽孝希两名日本男单
球员均倒在八强门外。中国男单的樊振东、马
龙和女单的陈梦、孙颖莎全部晋级八强。

烦恼的还有美国女子体操队。当日的团体
决赛中，队中名将拜尔斯比赛中途“因医疗问题”
退赛，俄罗斯奥委会队夺冠，中国队仅位列
第七。

赛场外，天气成为疫情外又一困扰组委
会的因素。一些户外项目受到台风影响，在
千叶县举行的冲浪项目则加快赛程，奥
运史上第一块冲浪金牌“提前”产生。

姜冉馨姜冉馨（（左左）、）、庞伟庞伟

张家齐张家齐、、陈芋汐陈芋汐杨倩杨倩（（左左）、）、杨皓然杨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