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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8 日凌晨，奥运会
四朝元老吴敏霞顺利收获里约奥
运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金牌，至
此她在奥运会上共收获了 5 金 1
银1铜，终于从大家眼中的“郭晶
晶绿叶”成功超越郭晶晶成为中
国跳水第一人，同时超越邹凯成
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看着她的笑
容，突然想起了前几日在里约一
家超市邂逅的田亮，一个曾经的
奥运冠军，如今的娱乐圈艺人，他
此行来到里约是和妻子叶一茜来
看奥运开幕式并做一些商业活
动。

11 年前一个春夏之交的上
午，当年的全国跳水冠军赛在成
都举行，那一年田亮 26 岁，他父
亲就坐在观众席看着他，当时的
田亮刚刚被国家队开除，理由是
不遵守国家队的队规。我清晰记
得田亮父亲的态度，“希望国家队
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继
续为国效力，他的技术还是很棒
的”。老父亲头发花白，穿着朴
素，声音不高却很坚决，对儿子的
自豪袒护之情令我如今回想起来
依然动容。11年后，37岁的田亮
已为人父，一对可爱的儿女田雨
橙和田欣辰让田亮、叶一茜夫妇
成为许多家庭艳羡的对象。前几
天，在里约的超市邂逅时，田亮正

在和朋友一起挑选商品，看到曾
经采访过自己的记者，他也很开
心，“你们跑那么远来采访奥运
会，真是不容易，记得多去看看跳
水比赛，为中国队加油！”田亮
说。看得出来，虽远离了体育圈，
但作为一名曾经的奥运冠军，提
起奥运会和跳水，田亮忍不住还
是有些牵挂。

12年前的雅典奥运会，田亮、
郭晶晶、吴敏霞三位老友的跳水
金牌至今为人称道，12 年后，31
岁的吴敏霞还在一方跳台上继续
着自己的传奇，而当年的“亮晶
晶”则已成为历史，各自开启了新
的人生篇章。或许，下个奥运会，
吴敏霞也已经离开。

里约偶遇田亮

□记者 王玮皓
实习生 单雪莹

8月 10日，里约奥运会
进入第五个比赛日，中国军
团在跳水以及举重项目中手
握多个夺金点。此外，备受
关注的中国女排将与波多黎
各迎来小组赛第三轮比赛。

吴敏霞与施廷懋在女子
跳水双人3米板项目上顺利
摘金之后，陈若琳和刘惠瑕
将联手出战女子双人10米台
比赛。陈若琳将向第五枚奥
运金牌发起冲击。

举重方面，男子69公斤
级的石智勇只要正常发挥，
极有把握拿下这枚金牌；伦
敦奥运会冠军、男子77公斤

级的吕小军则志在卫冕；女
子69公斤级的向艳梅也拥有
摘金的实力。

昨日，2016年里约奥运
会体操女子团体资格赛中，
中国女团以总分第二进入决
赛。中国女子体操曾经在北
京奥运会拿下团体冠军，伦
敦奥运会只获得第四名，本
届里约奥运会，中国女队是
一个全新的阵容出战，王妍、
商春松、毛艺、谭佳薪、范忆
琳都没有奥运会参赛经历，
这将是对中国女子体操队的
考验，因此在团体决赛上比
较实际的目标是争取站上领
奖台，取得比伦敦奥运会上
更好的成绩。

在北京时间昨日上午进行的男单首
轮比赛中，夺冠热门兼头号种子德约科维
奇状态欠佳，以67(4)和67(2)的比分不
敌阿根廷选手、前美网冠军德尔波特罗，
首轮便被淘汰，无缘冲击金满贯。

本赛季，德约科维奇终于得到了全满
贯奖杯系列中唯一缺失的法网桂冠，成为
历史上第八位完成生涯全满贯伟业的男
子选手。不过，世界第一还从未染指奥运
金牌——小德此前曾两次参加奥运，在北
京获得铜牌，在伦敦则拿到第四名的成
绩。四年前的伦敦奥运男单铜牌争夺战，
正是在德约科维奇与德尔波特罗之间展
开，当时阿根廷人直落两盘获胜。

来到里约，作为夺冠大热门的小德，
却依然未能改变双方对阵的赛果。无缘
金满贯的德约科维奇赛后痛哭流涕。“这
当然是我职业生涯最糟糕的失利之一，很
难去面对，尤其是比赛刚刚结束，伤口还
很新鲜，但你只能接受，这不是我第一次
输球，不过奥运会的感觉截然不同。”

不过，德约科维奇还会继续亮相，他
还将和同胞泽蒙季奇一起征战男双赛场。

就在这场焦点战开赛前几个小时，德
尔波特罗却意外地被困在奥运村的电梯
里。因为电梯故障，德尔波特罗居然被困
在里面长达40分钟，后来在阿根廷手球
运动员的帮助下，他才得以逃脱现场。

不过这段小插曲，似乎并没影响到德
尔波特罗心情。在社交网站上面，德尔波
特罗发了他被困电梯时的图片，并用文字
与朋友们互动，看起来他非常愿意把这段
经历与大家分享。 王文

在男单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
金满贯梦碎之前，美国的威廉姆
斯姐妹已在女双赛场上输球。威
氏姐妹以头号种子的身份亮相，
首轮被捷克的萨法洛娃/斯特里
科娃用63、64的比分淘汰出
局。作为此前3届奥运女双金牌
得主，大小威首次在奥运双打赛
场上失利。

小威此前在女单卫冕战中轻
取澳洲新秀加芙里洛娃，状态没
有任何问题，而大威因为肠胃炎
的原因在昨日的女单首轮中已苦
战三盘输球，这位7届大满贯冠
军得主显然还没有及时恢复身体
状态。

大小威此前曾拿到悉尼、北
京和伦敦三届奥运女双金牌，里
约的失利意味着她们在奥运女双
赛场上15战全胜的纪录就此终
结。赛后小威表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没按照自己的方式去
打球，没法取得胜利。”不过她也
说道被击败并不是多么可怕，比
赛中也有很多乐趣，“我们会一直
记得这些时刻和比赛，我认为这
才是最重要的”。 易文

中国体操女队
能否站上领奖台？

3:00跳水女子10米台双人决赛（陈若琳、刘蕙瑕）
3:00女子体操团体赛决赛
6:00举重男子69公斤级决赛(石智勇)
20:30女子排球小组赛（中国VS波多黎各）
23:15女子篮球小组赛（中国VS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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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 约约战战 为奥运健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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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网球比赛第一轮就爆出了不
少大冷门。先是连夺三届奥运会冠军
的大小威姐妹组合败下阵来，接着小
德的金满贯梦也破碎了。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巴
西使领馆昨日在其官方微博
上发表声明，表示中国驻巴
使领馆已经向里约奥运会组
委会就奥运会颁奖仪式上中
国国旗错误一事提出交涉，
并将关注此问题的解决。

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
立即责成宋扬总领事向巴方
提出交涉。宋扬总领事致电
里约奥组委机构关系主任阿

杰马大使，要求里约奥组委
立即纠正错误。

阿杰马对中国国旗出现
错误事件深表歉意，并承诺
将立即联系奥组委委托制作
各国国旗的第三方公司（非
中国公司），责令其纠正错
误。

驻里约总领馆表示，将
持续关注此问题，敦促巴方
尽快解决。

中国驻巴使领馆
就“国旗事件”与巴方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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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依然
无缘金满贯

大小威组合
奥运首败

连夺三届奥运冠军后

获得全满贯后

小德对手
赛前被困电梯

8月10日焦点赛程

10日凌晨3：00进行女子体操团体决赛，中国队能否
夺冠？参与竞猜就有机会获得安利纽崔莱送出的金牌营
养大奖。赶快参与吧！

（截至北京时间8月8日晚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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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前瞻

记者手记

德约科维奇

小威（左）与大威

美国 3 5 4 12
意大利 3 3 2 8
中国 3 2 3 8
澳大利亚 3 0 3 6
韩国 2 2 1 5
匈牙利 2 0 0 2
俄罗斯 1 2 3 6
瑞典 1 1 0 2
英国 1 1 0 2
日本 1 0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