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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保险”为何“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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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孟向东

奥运会赛程即将过半，河南
选手还没有太出彩的成绩。如
何看待他们的表现？远赴里约
督战的省体育局局长张文深（上
图左）说：“每个项目的队员们都
尽力了，基本上发挥了自己的水
平，同时也看到了差距，找到了
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找到差距
才能正确认识不足，以后才能不
断进步。”

张文深说，“截至目前，表现
最出色的是马术选手华天。他的
第8名的含金量完全不亚于某些
金牌，甚至更高，他是马术这个崭
新领域的开拓者。希望他的成功
能成为河南乃至中国马术运动的
新起点。赛艇选手吕杨能和队友
划进半决赛，也实现了当初的目
标。比较可惜的是体操，没有让
咱们的刘津茹上场是个失误。看
最后的决赛，中国队之所以勉强
获得铜牌，就是自由操和跳马表
现不好，而这正是刘津茹的强
项。中国代表团如果给她这个替
补以机会，极有可能为河南赢得
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谈到河南选手下面的比赛，
张文深说，宁泽涛虽然主项100米
自由泳失利了，但他很可能出战
4×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项目

中国队4棒的实力比较平均，仰泳
和自由泳还稍占优势，如果能较好
发挥的话，获得奖牌还是大有希望
的。如果宁泽涛能以一块奖牌结
束他的首次奥运会之旅，也算是
不虚此行了。河南的自行车女将
马上也要登场了，希望她们在提
高自己成绩的基础上，向前四名
发起冲击。当然最大的希望还在
朱婷身上，中国女排越打越好，朱
婷依然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希
望她们能走到最后。

张文深还谈到了面世不久的
河南日报客户端。他说：“你们的
客户端和报纸一样，既高端大气
上档次，又很接地气，不但时政、
经济等报道搞得好，体育报道也
很及时，点评非常到位。我在巴
西期间，很多领导和朋友都和我
联系，说河南日报报道咱们的运
动员最权威、最详尽。我手机上
下载了咱们的客户端，很多信息
都来源于此。我也向体育局的很
多同志们推荐了你们的客户端，
希望你们越办越好，成为手机上
的《河南日报》。”⑥9

省体育局局长力推的金水河客户端告诉你

哪个河南选手最亮眼

□令狐一刀

作为奥运会最早见金的项

目，射击比赛已经进行了 5天，决

出了 9枚金牌，中国队仅仅收获 1

金 1 银 2 铜 ，战 绩 让 人 相 当 失

望。特别是几个赛前被认为是

“双保险”项目，如女子气步枪、

男子气步枪、女子运动手枪等，

全部铩羽而归。

特别是中国队几个预赛表现

良好的项目，往往是预赛能正常发

挥，一旦进了决赛，反而缩手缩脚，

畏首畏尾，完全打不出平常的训练

水平。像杜丽的女子气步枪、张靖

婧的女子运动手枪都是以头名进

入决赛，士气正旺，形势大好，却错

失良机：庞伟的气手枪以第二名进

决赛却第一个被淘汰，只获得第8

名。倒是中国队两个惊险晋级的

项目打得不错，一个是第7名晋级

的张梦雪为中国队夺得首金，一个

是第8名出线的易思玲获得铜牌，

还一度在决赛中占据榜首，与金牌

咫尺之遥。

不过最让人失望的还是一老

一小两大热门。一个是年纪轻轻

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杨浩然。也

许是成为最年轻大满贯得主的诱

惑太大，也许是过早透支了状态，

反而少了意气风发，多了患得患

失，预赛第一组他就给自己挖了

个大坑，直至最后也未能填平；另

一个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奥运会

一金一银得主陈颖。她竟然打了

个莫名其妙的 0 环，等于白白让

了人家一枪，焉能不败！这在平

常的训练中都不会犯的重大失误

为何会出现在奥运会上？到现在

还没有答案。

不能否认，“双保险”失灵有

赛制的因素，特别是预赛成绩清

零的新规定，容易让人有白忙活

一场的感慨。但规则都是一样

的，又不是针对中国选手的，还

要从自身找原因，那就是远比外

国选手沉重的心理包袱。由于

中国附着在奥运会冠军身上的

名和利太大，诱惑太多，所以比

赛中难免不淡定。但在射击这

种需要钢铁般神经的比赛中，在

实力相差无几的高手对决中，你

还敢走神，那不是和自己过不去

吗？特别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心

猿意马，想入非非，离打出坏枪

就不远了，别说“双保险”，就是

三保险也得烧断“保险丝”。

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在中

国队纷纷失利的情况下，有些外

国选手也给我们好好上了几课，

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笑傲群雄，

镇定自若。韩国的秦钟午在预赛

中就名列第一，决赛中又一路领

先，实现奥运会 50米手枪慢射三

连冠；意大利的坎普里亚蒂，在男

子气步枪比赛中也是从头领跑到

尾，让对手叹为观止，望峰息心。

中国队如果多几个这样的选手，

别说双保险了，就是孤军奋战，也

是最大的保险。⑥11

据新华社电 这是伦敦奥运
会的“续集”，隔网相对的还是李
晓霞和丁宁。不过丁宁没让历
史重演。4∶3，拿到 2011、2015
年世乒赛冠军以及 2011、2014
年世界杯冠军后，通向“大满贯”
之路上仅差的奥运会金牌，成为
邓亚萍、王楠、张怡宁、李晓霞之
后的第五位女子“大满贯”得主。

自 1988年乒乓球成为奥运
会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乒乓
球队从未让女单金牌旁落过。上
午进行的半决赛中，李晓霞4∶0
横扫日本选手福原爱，丁宁4∶1
淘汰朝鲜削球手金宋依，延续着
国乒在这个项目上的不败金身。

卫冕冠军碰上头号种子，世
界乒坛两位最优秀的女选手联
手打造了这场巅峰对决。胶着
的氛围贯穿整场比赛，两人多次
上演连续追分的好戏，第五局李

晓霞7∶3领先后，两人打出了20
多拍的相持球，现场观众的热情
瞬间被点燃。前六局难分高低
的情况下，丁宁又抓住了决胜局
的关键开局，连下三分奠定基
调，尽管李晓霞此后苦苦追赶，
不过随着她的一记回球出界，决
胜局的比分被定格在11∶7。

获胜后的丁宁跪在地上，任
由喜悦的泪水在脸庞滑过。两
届奥运会，她与李晓霞互换了冠
亚军位置，但她说，每一次比赛
都不能去做什么比较，相比四年
前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双方在决
赛中都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
平。此前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
金宋依以4∶1战胜福原爱，首次
参加奥运会就摘得铜牌。福原
爱打入四强，同样创造了四次参
加奥运会以来的个人最好成
绩。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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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成就
女乒“大满贯”

本报讯（记者 李悦）北京时
间 8 月 12 日上午 8 点到 8 月 13
日上午 8点，里约奥运会将产生
25枚金牌，尤其是金牌大户田径
项目的开赛，让本就激烈的金牌
榜竞争变得更加胶着。

身处国内的体育迷们在8月
12日一起床，就能欣赏到一场精
彩的乒乓球男单对决，中国男乒
的一二号人物张继科和马龙携手
会师决赛，也让这枚奥运金牌的
争夺又成了自己人之间的战争。
作为卫冕冠军，乒乓王子张继科
正在为自己的第二个大满贯而努
力，至于马龙，奥运冠军的称号也
值得他尽全力一搏。在互相知根
知底的情况下，双方更多的是在
进行心理素质上的较量。

当时间进入北京时间 8 月
13日凌晨，中国军团也将迎来一
阵夺金高潮。先是1点30分，在
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伦敦奥
运会该项目的冠军陈定将开始
自己的卫冕征途；紧接着2点 30
分，孟苏萍将在女子举重75公斤

以上级比赛里登台亮相，她也将
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中国举重
队临阵换将的选择并没有错。

当然，在困意难耐之时，昔
日的“蹦床公主”何雯娜应该能
让大家感觉精神一振，与她联袂
出击的还有世锦赛冠军李丹，二
人也在 2点 35分的奥运女子蹦
床的决赛里形成了双保险。3点
40开始的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
级决赛，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于
颂将捍卫中国在该级别上的霸
主地位。4点 10分的场地自行
车女子团体竞速赛，目前的世界
纪录保持者钟天使和宫金杰，有
望为中国自行车项目实现奥运
金牌“零突破”，并弥补伦敦奥运
会上中国队因犯规由金牌“变”
银牌的遗憾。⑥9

乒乓王子值得看
蹦床公主应该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