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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 黄晖 实习
生 王侦侦 杨世柯）8月 3日，刚刚在
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夺冠的河南姑娘
鲍珊菊，特地拍了一条视频，感恩家
乡人民的支持和牵挂。她表示会继
续努力，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待。

在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
团体竞速赛金牌争夺战中，鲍珊菊搭
档上届冠军钟天使以 31秒 895的成
绩强势夺金。此前的半决赛，她们更

是以 31秒 804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
界纪录。

23岁的鲍珊菊，在 2020年的诸
项赛事中成绩突飞猛进，从而获得了
与上届冠军钟天使搭档，一起征战东
京奥运会的机会。两个人虽然组队
时间不长，但丝毫不缺默契。鲍珊菊
负责领骑，钟天使负责冲刺，二人优
势互补、配合得当，从半决赛开始，就
表现出舍我其谁的霸气。

接下来，鲍珊菊和钟天使还将参
加本届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凯林
赛和争先赛，也期待她们能为中国奥
运军团带来更多的惊喜。1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8 月 2 日下午，奥运会场地自行
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战中，河南姑
娘鲍珊菊搭档上届冠军钟天使，以31
秒 895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为河
南自行车拿下奥运第一金。

8 月 3 日，河南省自行车队场地
自行车短距离组主教练、与中国自行
车队一起征战奥运的高亚辉在备战
间隙，通过网络接受了几位家乡记者
的采访。作为亚洲锦标赛冠军以及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运会 3枚金牌得
主，今年 40岁的高亚辉从 2009年起
出任河南省自行车队场地自行车短
距离组主教练。

夺冠后第一句话“我是
不是在做梦啊”

一天之后说起夺冠现场，隔着屏
幕都能听出高亚辉的喜悦：“我就在现
场啊，对她当时的表现非常满意。看
着队员骑出的成绩，心里非常踏实、非
常开心，能为国家拿到这块宝贵的金
牌，作为教练，也是最大的荣誉。”

高亚辉回忆：“鲍珊菊夺冠后的
第一句话是‘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感觉惊喜来得太突然，我相信在那个
时刻，之前承受的所有的苦、累、痛都
化为零了，只是享受着自己成为奥运
冠军的那一刻。”

1997 年 11 月 出 生 的 鲍 珊 菊 ，
2013年 7月进入河南省自行车队，一
直跟随高亚辉进行训练。“如果说天
赋，她并不像很多国内运动员那么有
天赋，她能做到的就是肯吃苦、肯

拼。”高亚辉认为，目前鲍珊菊团体竞
速赛第一圈的成绩可以说是全世界
最好的。不过，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
她，还是有不成熟的地方，需要在接
下来的训练和比赛中，以奥运会冠军
作为标准，更严格要求自己。毕竟，
拥有更沉稳的脚步、更有力的翅膀，
才能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面对荣誉，高亚辉也不忘提醒弟
子莫忘初心：“从领奖台上下来的那
一刻，她依旧还是那个鲍珊菊，不要
改变初心，不要改变对自己的想法和
对未来的憧憬。”

备战奥运期间曾经因
病中断训练

据高亚辉介绍，河南自行车队从
2017年全运会结束以后就开始备战
东京奥运会，但 2018 年鲍珊菊生了
一场大病，休息了半年多，“这对她来
说是个考验，要面对的问题很多，包
括还要不要继续练下去。通过这次
休息，她对待训练的心态彻底放开
了，因为毕竟只有训练才能给她带来
更好的未来。”

大病之后重新投入训练的鲍珊
菊更加刻苦。2020年下半年，受疫情
影响而停摆的国内赛事有序重启，

“复出”的鲍珊菊开始展现出更强大
的实力。2020年 9月，鲍珊菊在中国
场地自行车联赛中四次刷新成年女
子 250米、成年女子 500米计时赛两
个项目的全国纪录。今年 4月，作为
奥运选拔赛的中国场地自行车联赛
总决赛在浙江长兴举行，实力超群的
鲍珊菊作为第一棒与奥运冠军钟天

使搭档，组成国家队联队出战女子团
体竞速赛，最终力压群芳，一系列出
色表现为鲍珊菊最终入选中国自行
车奥运阵容加了分。

“奥运备战很残酷，优秀的运动
员很多，她能够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
会，真是拼出来的，很不容易。”高亚
辉感叹。

征战奥运河南替补同
样具备强大实力

本次奥运会，作为场地自行车女
子团体竞速赛替补队员出征的河南
选手郭裕芳同样实力不俗。她不仅
获得过亚洲锦标赛、场地自行车世界
杯赛冠军，还打破过成年女子 500米
个人计时赛全国纪录，并与鲍珊菊搭
档夺得 2021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
赛成年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

对于这名弟子，高亚辉同样赞誉
有加：“郭裕芳这次作为替补，承受了
很大的压力，因为奥运会只能两个人
上场，如果说两个人在比赛前出现任
何的状况，郭裕芳必须全力以赴顶上
去，我相信她上去也能把这块金牌拿
下来。但这就是竞技体育啊，我相信
通过这次奥运会的历练，会让她更成
熟，对如何走好今后的路目标也更坚
定。冠军领奖台上只有那么几个人，
必须要让自己成为最优秀的。”

回国后需隔离备战全
运会只剩八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奥运会
延期到了今年，与全运会“史无前例”

地挤在了同一年，给竞技体育的备
战、调整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第十
四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提前
于 9 月 10 日至 14 日在河南洛阳举
行，所以挑战就更为艰巨。

高亚辉告诉记者：“我们回国以
后要在北京隔离三周，留给我们准备
全运会的时间只有八天，这种情况，
对运动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次
全运会，鲍珊菊、郭裕芳、钟天使这套
奥运阵容还会继续配合出战。全运
会的目标肯定是金牌，我相信她们能
做到，也希望看到她们再次刷新纪
录。”1

新华社东京 8 月 3 日电（记者
夏亮 周欣 吴书光）继半决赛逆转
战胜队友王宗源排名第一后，谢思
埸在3日下午的决赛中，再次以总分
558.75 的成绩胜出，从而完成了包
揽东京奥运会男子 3米板单双人两
金的壮举，王宗源获得亚军，英国选
手拉夫尔排名第三。

男子3米板比赛，过往的六届奥
运会，中国队只在 2012年伦敦奥运
会上丢过一块金牌。本场
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在谢
思埸和王宗源两位中国选
手之间展开。

比赛中，谢思埸用更高的动作
完成质量，赢得了裁判组的青睐。
从第一轮开始，他便一路领先，王宗
源紧随其后。最后一跳，率先出场
的王宗源以 109C 拿到全场最高的
102.60分。压轴出场的谢思埸只要
得分超过78.75分，就能获得冠军。

走板、起跳、入水、同样的动作，
谢思埸一气呵成。当场内大屏幕尚
未显示分数时，王宗源就已经开始

为好搭档鼓掌，谢思埸的主管
教练聂玉弟也在直播镜头前

“比心”提前庆祝。
并列最高的 102.60 分，没

有意外，看到分数后的谢思埸泪如
雨下。他试图用冲凉来遮掩自己的
泪水，但颤抖的身体已然不受控制。

“这么多年走过来，感谢我没有
放弃自己。”即便是赛后，回忆起夺
冠的那个瞬间，谢思埸依然情不能
自已。

拿到这块金牌后，谢思埸也成
为继“跳水王子”熊倪之后，第二位
在单届奥运会上收获男子3米板“双
料冠军”的运动员。

“我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单双
人金牌，完成了我的大满贯。”谢思
埸激动地说。

没能拿到金牌，但来自湖北
的小将王宗源也给自己打满分：

“对我们‘00后’选手来说，比赛就

是不惧怕、往前冲就可以了。能拿
到这枚奖牌，我非常高兴，这只是一
个开始，也希望自己未来向着金牌
的方向去努力奋斗。”

比赛中，还发生了令人动容的
一幕。排名倒数第一的日本队老将
寺内健完成最后一跳后，现场所有
运动员、教练员甚至包括媒体，集体
起立为这位参加过六届奥运会的41
岁老将鼓掌。掌声同样也送给了35
岁的墨西哥名将帕切科，因为这应
该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谢幕之战。

“他们展示了真正的奥林匹克
精神，在这个年龄，还在拼命为自己
国家争取荣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

去学习和尊重。”谢思
埸说。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8月3
日，东京奥运会体操比赛进入最后
一天，中国体操队也在这一天迎来
爆发时刻，邹敬园在男子双杠项目
率先奏凯，随后中国姐妹花管晨辰、
唐茜靖包揽了女子平衡木冠亚军。

男子双杠决赛，排在第二位出
场的邹敬园选择的成套动作难度
分为 6.9，除了一点点晃动，全套动
作 完 成 堪 称 流 畅 完 美 ，最 终 以
16.233 分，领先亚军 0.533 分的成
绩强势夺冠。另一位中国选手尤
浩也拿出了难度分高达6.9的成套
动作，虽然杠上完成不错，但由于
编排挂臂动作较多导致扣分，最终
名列第四。此次东京奥运之旅，尤
浩作为单项选手不仅在自己参加
的两个项目中双双入围决赛，还拿
到 1枚银牌和一个第四名，老将的
拼搏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双杠是中国体操男队的传统
强项，2000 年悉尼奥运会李小鹏
首次夺冠，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他
蝉联冠军。2012 年伦敦奥运会，

冯喆拿到双杠金牌。2016年折戟
里约之后，两届世锦赛冠军、中国
选手邹敬园终于再次站上双杠项
目的最高领奖台。

随后的平衡木决赛中无人出
现掉下器械的失误，第二位出场的
唐茜靖虽然动作连接有一处中断，
但所有动作干净利落，下法也没有
选择冲击难度，确保了完成质量，
最终拿到了全场最高的完成分，以
14.233 分收获银牌。压轴上场的
管晨辰拿出了全场最高难度，并凭
借难度优势最终收获冠军。中国
军团在本次奥运会的战绩中，再次
出现“包揽金银牌”的情况，这已经
是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军团第八次
包揽冠亚军。此前几乎完全退赛
的美国选手拜尔斯当天重返平衡
木赛场，最终收获了一枚铜牌。

奥运会体操项目收官，中国体
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3金3银2
铜，列体操项目金牌榜首位。在里
约奥运会上寸金未得的中国体操，终
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1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北
京时间 8月 2日下午，河南运动员
鲍珊菊携手队友在东京奥运会场
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勇夺
冠军，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夺得
第 28 枚金牌，这也是河南省参赛
运动员取得的第 2 枚奥运金牌。
赛后，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
总会向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致贺
电。此前，河南选手吕扬在赛艇比
赛女子四人双桨项目中携手队友
夺得金牌之后，河南省体育局也向
中国赛艇协会发去了贺电。

两封贺电全文如下：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

欣闻鲍珊菊和队友在第32届夏

季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

赛中勇夺桂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再添一金，成为河南运动员取得的

第2枚金牌，实现了河南运动员参加

奥运会该项目的历史性突破，为祖

国赢得了荣誉，为中原更加出彩作

出了贡献，极大地鼓舞和激励河南

人民防汛救灾、战胜疫情的信心！

在此，谨向中国自行车协会，向鲍珊

菊及队友、教练员致以热烈祝贺！

衷心感谢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

长期以来对河南自行车运动项目的

关心和支持！衷心祝愿我国自行车

运动越骑越快、越骑越强！我们将

号召全省体育人学习鲍珊菊先进事

迹，奋发有为、努力工作，加快推动

体育强省、健康中原建设。

中国赛艇协会：
欣闻吕扬及队友在第 32 届夏

季奥运会赛艇项目女子四人双桨

决赛中，团结进取、顽强拼搏、超越

自我，以 6 分 5 秒 13 的成绩打破世

界纪录，成功夺冠。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再添一金，成为河南省参赛运

动员的首枚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

誉，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了贡献，

极大地鼓舞和激励河南人民防汛

救灾、战胜困难的斗志！在此，谨

向中国赛艇协会，向吕扬及队友、

教练员致以热烈祝贺！

衷心感谢中国赛艇协会长期

以来对河南赛艇运动项目的关心

和支持！衷心祝愿我国赛艇运动越

划越好、越来越强！河南省体育局

将号召全省体育人学习吕扬先进

事迹，奋发有为、努力工作，加快推

动体育强省、健康中原建设。1

教练：鲍珊菊是拼出来的

漂亮“翻身仗”！
中国体操一日两金

谢思埸摘金泪洒赛场 单届奥运双冠比肩熊倪

吕扬鲍珊菊奥运赛场摘金
省体育局体育总会致贺电

88月月33日日，，中国选手谢思埸中国选手谢思埸（（右右））与王宗源在颁奖仪式后与王宗源在颁奖仪式后。。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许畅许畅 摄摄

8月 3日，中国选手邹敬园在男子双杠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8月 3日，中国选手管晨辰（左二）与队友唐茜靖（右二）在女子平衡
木比赛后与教练徐惊雷（左一）庆祝。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鲍珊菊录视频感恩家乡支持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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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中国队选手鲍
珊菊在比赛结束后庆祝。新
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鲍珊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