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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尹笑言冲击东京奥运河南第三金

8 月 4 日，大乐透第 21089 期
前 区 开 出 号 码“01、17、24、28、
35”，后区开出号码“10、12”。当
期全国销量为2.69亿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9716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3注一等奖，
其中1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
福建福州；2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出自江苏苏州和河南新
乡。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当期来自福建福州的中奖者在
单注一等奖方面，比江苏苏州和河
南新乡的中奖者多拿了 800 万元
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
奖金达到1800万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
注方式，在 2 元基本投注的基础
上，多花 1 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
得80%的浮动奖奖金。

奖池滚存至 8.51 亿元二等奖
开出 48注，每注奖金 30.91 万元；

其中 16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 24.73 万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55.64万元。

三等奖开出 140注，单注奖金
1万元。四等奖开出 462注，单注
奖金 3000元。五等奖开出 11398
注，单注奖金 300元。六等奖开出
14045注，单注奖金 200元。七等
奖开出 30665 注，单注奖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493797 注，单注
奖金 15元。九等奖开出 5466636
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
8.51亿元滚存至 8月 7日开奖的第
21090期。 （彩文）

新乡购彩者收获
大乐透千万元大奖

□新华社记者 周欣 夏亮 吴书光

14岁、第一次出国比赛、第一
次世界大赛、五个动作有三个满
分、奥运跳水比赛历史最高分、中
国代表团第 33金、本届中国代表
团年龄最小的奥运冠军……

“下饺子都比她的水花大！”
“天才少女！”“水花消灭术！”

一大波赞美正在向刚刚捧得
女子 10米跳台冠军的小将全红婵
袭来。5日，她以总分 466.20分赢
得桂冠，创造历史最高分，此前的
奥运会最高分纪录是陈若琳在北
京奥运会时创造的447.70分。

来自广东湛江的全红婵足以
匹配这些美誉，然而出道即巅峰的
她却说：“我不是天才，我很笨的，
学习不好，就跳水还行。压水花秘

诀？我不知道，没看过我跳水和下
饺子的水花大小。”

不像其他跳水选手多从体操
起步，全红婵 7岁时第一次接触跳
水，11岁进入广东省队，2020年10
月在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东京奥运
会、世界杯选拔赛首站比赛中一鸣
惊人，在女子10米台决赛中挫败任
茜、张家齐、陈芋汐等名将，并在国
内的三站奥运选拔赛中赢得两站
单人冠军，获得东京奥运会门票。

全红婵承认，自己第一次参加
大赛有点紧张，刚到东京后的前几
天有些不适应，后来慢慢适应了。

“奥运会和全国比赛相比，好像没
有什么不一样。赛前教练就说让
我放轻松，不要紧张。”

比赛过程中，全红婵丝毫没有
紧张的感觉，更没有关注其他对

手，包括师姐陈芋汐的表现，始终
保持全神贯注。“我就想自己的动
作要领。”

当看到大屏幕上显示自己是
冠军后，全红婵的主管教练刘犇一
把抱起了弟子，把她举得高高的，
庆祝胜利，她当时的表情还有些茫
然。“我还没有觉得什么，就是教练
抱得有点疼。”

对于身高 1.43 米的全红婵来
说，奥运金牌似乎有点大，垂到了
肚子上，她拿起金牌比比自己的
脸，顽皮地挡住了眼睛：“金牌好重
啊，好像比我的脸还要大。我要感
谢爸爸妈妈，谢谢他们鼓励我，让
我勇敢一点，跳不好、拿不拿（牌）
都没关系。”

至于庆祝胜利的方式，全红婵
早就想好了：“吃点好吃的，辣条！”

新华社东京 8月 5日电（记者 夏亮 周
欣 吴书光）在5日下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跳
水女子 10米台决赛中，年仅 14岁的全红婵
完美诠释了何为英雄出少年。

全红婵是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
小的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前，没有国际大赛
经验。预赛中，全红婵表现并不稳定，第三跳
还出现过较大失误，只得到 47.85 分。好在
她很快调整心态，以第二名的好成绩晋级半
决赛。陈芋汐排名预赛第一。

有了预赛经验，全红婵在5日上午的半决
赛表现更加自如，力压陈芋汐排名第一。5日
下午进行的决赛，金牌争夺主要在全红婵和
陈芋汐之间展开。和半决赛时的出色表现相
比，全红婵在决赛中的表现更加无懈可击。

比赛中，五轮比赛她有三轮拿到满分，这
是本届奥运会跳水比赛中首次出现满分。最
终，全红婵以总分 466.20 分的女子 10米台
历史最高分夺冠，此前奥运会最高分是陈若
琳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 447.70 分。陈芋
汐以425.40分获得银牌，澳大利亚选手伍立
群获得铜牌。中国跳水队拿到了在本届奥运
会上的第六枚金牌。

“虽说有些失误吧，但整体来说，我的表
现还不错，尤其是向后的两个动作，其实平常
训练中都很少跳出比较高质量的动作。”赛后
拿到银牌的陈芋汐说。

拿到金牌后，全红婵全程表现淡定，主管
教练刘犇则兴奋地将全红婵高高举起。“有点
疼”，谈到被“举高高”时，全红婵自己都忍不
住哈哈大笑起来。

“水花消失术”“针式入水”……全红婵比赛
中入水水花小也引发网友花式称赞。赛后，“全
红婵水花几乎看不见”也成为网络上热门话题。

“我不是天才，我笨，我学习成绩也不
好。”面对是不是“跳水天才”的问题，全红婵
连忙否认，笑着说：“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我脑
子基本上都是空白的。”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黄晖）在赛
艇和场地自行车先后收获金牌后，8
月 6日，河南选手在东京奥运赛场将
迎来最后一个夺金点。在空手道女
子组手 61公斤级比赛中，该级别世
界排名第一的郑州姑娘尹笑言，要向
冠军发起冲击。

作为东京奥运会空手道女子组
手 61公斤级的头号种子，尹笑言也
是争夺金牌的最大热门之一。在 15
年的运动生涯中，尹笑言收获了亚运
会、亚锦赛、世界空手道联盟K1超级

联赛的冠军，以及 2018年世锦赛的
亚军。这位 28岁的老将，目前正处
于实力和经验的巅峰期。

不过，尹笑言的冲金之路并不是
一片坦途。突然改革的赛制、密集的
赛程、实力相当的对手，乃至东道主
若有若无的主场优势，都可能会制造
意外。毕竟，在一场比赛的 180 秒
内，会出现不少让人意想不到的变
故，稍有疏忽就可能沉沙折戟。

对于尹笑言来说，要想奥运夺
冠，她要在短短十个多小时内经历 6

场高强度的对抗。如何合理分配体
能，保证一赢到底，将是她和教练团
队重点考虑的问题。

除了尹笑言之外，中国奥运代表
团在 8月 6日这天，也是有不少夺金
点。田径场，刘虹、杨家玉和切阳什姐
将携手冲击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中
国男女4×100米接力队则将在决赛
赛场上力争突破历史。金牌项目乒乓
球将在男子团体上迎来收官战，中国
男团志在四连冠。此外在摔跤等项目
上，中国队亦有冲金的可能。1

三跳满分！全红婵一战成名
14岁小将夺冠跳水女子10米台

新华社东京8月5日电（记者 张
寒 苏斌）中国乒乓球女队5日晚直落三
盘击败东道主日本队，3∶1、3∶1、3∶0，
强势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团冠军。

这场胜利令中国女乒把与日本队
的历史交手记录完美地扩大到16∶0，
这枚金牌也使中国队成为自团体赛进
入奥运会以来四届奥运会的唯一冠军。

而日本女乒的银牌是她们在这
个项目上的第三块奖牌，2012年在伦
敦、2016年在里约，有福原爱和石川
佳纯列阵的日本队先后赢得银牌和
铜牌。

5日晚的决赛中，面对几乎是“死
阵”的日本女乒，中国队再次派出有“人
间止藤片”之称的孙颖莎担纲“一单”，正
面硬扛对方阵中的最强对手伊藤美诚。

而这位年仅 20岁的石家庄小将
也不负众望。前两局全面“碾压”后，
孙颖莎第三局 3∶11 意外丢局；重新
绷紧作战那根弦，她第四局以同样的
11∶3“回敬”对手。

事后证明很关键的这一局里，孙
颖莎算得上是怎么打怎么有，7∶2领先
那1分甚至是在和对手的远台对攻中
赢得；运气也在，对方擦网被她“捞”

回，眼看机会摆在眼前，伊藤美诚却也
没能扣球上台。回望开局，孙颖莎在
率先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平再反
超也丝毫不乱，从6∶8开始连得5分赢
下首局。第二局，她依然保持着对比
赛节奏的掌控，7∶5领先时对方叫暂
停，但回到赛场，孙颖莎依然头脑清
晰、战术直给，直接以11∶5结束战斗。

3∶1，孙颖莎用一场胜利呼应自
己女单半决赛时 3∶0阻击伊藤美诚、
成就中国队提前“会师”决赛的壮举。

孙颖莎的单打盘之前，王曼昱/陈
梦也不辱使命，首局4∶7落后的不利情
况下没有放弃追分，丢掉一局后能立刻
在下一局打出 9∶1的绝对领先优势。
9∶11、11∶6、11∶8、11∶7，这对已经接受
了两轮考验的双打组合3∶1击败石川佳
纯/平野美宇，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

第三盘中式“碾压”得以延续，王
曼昱 3∶0战胜平野美宇，第二局中的
4∶7是她唯一一次让对手领先3分。

6日晚同一时间，中国男乒也将
迎来通向卫冕的最后一战，如能击败
老对手德国队，他们将创造与女队相
同的历史纪录，延续中国乒球十余年
如一日的奥运乒台统治力。

新华社东京 8月 5日电（记者
岳冉冉 朱翃 周畅）5日上午，东京
奥运会田径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
男、女接力队携手晋级 4×100米
接力决赛。

首先开始的是女子 4×100米
预赛。中国女队在第二组第三道，
出场的四名选手是：梁小静、葛曼
棋、黄瑰芬、韦永丽。起跑前，梁小
静指着衣服上的中国字样，说了句

“中国加油”。枪响，梁小静起跑不
错，顺利把棒交到第二棒葛曼棋手
中。第三棒，黄瑰芬顶住压力，在
弯道保持住了速度。最后直道，第
四棒韦永丽已处第三，她将第三的
位置一直保持到终点。

中国女队以42秒 82的成绩获
得小组第三，晋级决赛。她们的决
赛对手是英国、美国、德国、瑞士、
牙买加、法国和荷兰队。

男子 4×100 米预赛备受关
注。出战的中国男子接力队按棒
次依次为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

吴智强。他们这次参赛的最终目
标就是站上奥运会领奖台。

中国队所在的第二小组强队
如林，美国队是夺金大热，加拿大
队在 100 米和 200 米都有不错的
选手，意大利队有新科百米“飞人”
雅各布。

比赛枪响，中国队第一棒汤
星强顺利交接，谢震业保持住了
直道优势，苏炳添在弯道展现出
惊人速度，率先将棒交到吴智强
手中。吴智强几乎和加拿大选手
同时撞线。最终，中国队成绩为
37秒 916，以 0.002 秒的优势力压
加拿大队，小组第一晋级决赛。
夺冠热门美国队因在交接棒时出
现失误，最终只获得小组第六，无
缘决赛。

获得男子 4×100米决赛的另
外 7支队伍为：牙买加、加拿大、意
大利、英国、德国、加纳、日本。男、
女 4×100米决赛将于 8月 6日晚
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

3比 0击败日本队

中国女乒四度夺得团体冠军

“中国速度”再造惊喜
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携手进决赛

全红婵的得分。

尹笑言

全红婵：“吃点好吃的，辣条！”

中国队选手陈梦（右）/王曼昱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中国选手全红婵（上）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中国队队员韦永丽、黄瑰芬、葛曼棋和梁小静（从左至右）庆祝胜
利。 新华社记者 贾宇辰 摄

中国队队员苏炳添（右一）和吴智强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