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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女子体操
跻身团体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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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项
目的比赛 9月 19日开赛，经过两天的资格赛，河南队以第
六名的成绩晋级女子团体决赛，河南选手刘津茹以第一名
的身份晋级女子跳马决赛，芦玉菲则在全能和高低杠项目
上名列第三。

参加本届全运会的河南女子体操队主要由两位第三
次出征全运赛场的老将芦玉菲、刘津茹以及几位“05后”
的小将组成。刚刚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并夺得高低杠第四
名、女子团体第七名的芦玉菲女子全能得分为 54.999分，
紧追广东队欧钰珊、广西队韦筱圆，名列第三晋级决赛。
单项方面，芦玉菲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拿到 14.566 分、
13.900分，分别以第三名、第八名的身份晋级决赛。另一
位河南老将刘津茹则在自己的强项跳马上保持了领先的
难度，虽然空中姿态还有不小的进步空间，但两跳均成功
落地，凭借难度优势以第一名进入单项决赛。此外，河南
队陈柳静、刘雅辉、张婉宁也分别晋级女子全能决赛。而
由芦玉菲、刘津茹、陈柳静、刘雅辉、张婉宁、孔繁凡组成
的河南队，则以资格赛得分 207.830 的成绩排名第六位，
晋级女子团体决赛。

男子方面，河南男子体操队未能晋级团体决赛，张宋泓
浩和陶昊鹏晋级全能决赛，陶昊鹏晋级鞍马、跳马决赛。

本届全运会体操项目女子团体决赛于 9月 22日 14点
30分拉开战幕。6

挥别炎热，金秋送爽。在这个硕
果累累的丰收时节，体彩即开票“刮
开幸运点亮公益”试刮活动惊喜来
袭，并于近日火热上线。

2021 年 9 月 17 日—10 月 14 日，
每日 8：00：00—23：00：00，用户可通
过“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微 信 小 程 序 或
APP登录活动首页，参与即开票试刮
互动游戏或扫描面值 20 元的“五虎
将”即开票保安区二维码（中奖票须
先进行兑奖），即有机会获得 5G 手
机、智能手表、视频会员卡、电商卡等
惊喜好礼。

一直以来，即开票精美的票面都
深受大众喜爱。种类丰富、主题多样
的即开票，既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化，也展现着日新月异的现代进
步；既表达了炽热的爱国情感，又寄
托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活动期间依次推出体育运动类、
情感文化类、节庆热点类、幸运财富
类等 4类不同主题的 20款即开票，供
用户参与试刮互动，尽享指尖上的乐
趣。

活动第一周（9月 17日—23日），
用户可选择试刮“进球啦”“爱赢爱冰
雪”“一蹴而就”“全民运动”和“为中
国力量加油全运会”等 5 款体育运动
类主题即开票。

活动第二周（9月 24日—30日），
用户可选择试刮“五虎将”“芝麻开花
节节高”“我的幸福”“麻辣 6”和“甜蜜
蜜”等 5款情感文化类主题即开票。

活动第三周（10月 1日—7日），用
户可选择试刮“中国红”“幸福中国”

“中国龙”“中国范儿”和“新速度新高
度”等5款节庆热点类主题即开票。

活动第四周（10月 8日—14日），
用户可选择试刮“十倍幸运”“翻倍赢
家”“666”“锦鲤”和“运”等 5款幸运财
富类主题即开票。

此次即开票试刮活动，通过线上
试刮与线下扫票的形式，多渠道、多
形式开展，让用户在畅享指尖乐趣的
同时，赢取好礼，收获惊喜，为生活添
彩。同时，活动的举办还能够让更多
人参与到体彩公益事业中来，每购买
一张 20元的体彩即开票，就有 4元进
入体彩公益金。积水成渊，聚沙成
塔，为公益赋能。每张小小的即开
票，都凝聚着点滴爱心，支持着社会
公益事业。 （王子睿）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9月 21日中秋之夜，回到郑州的河南空手道名将
尹笑言，终于跟家人过上了一个团圆节。自从走上运
动员的道路后，15年里，尹笑言在家过节的次数屈指
可数，而这次为备战奥运会和全运会，她更是一年多
没和父母见过面。能在激烈的比赛后，吃上母亲精心
为自己准备的家乡菜，尹笑言觉得格外幸福。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空手道项目的比
赛中，由尹笑言领衔的河南空手道队收获 2金 2银 1
铜，在参赛的 24支队伍中，河南队在奖牌榜和积分

榜上均位列第一，并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
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这也是我们连续两届全运会获得奖牌榜和积分
榜的双第一，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是当之无愧的王
者之师。”一手建立起河南空手道队并将其发展壮大
的河南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兼空手道主教练任
晓凤，提起自己的弟子们很是自豪。这支队伍曾连续
9年在全国锦标赛上，登上女子团体冠军的宝座，中国
空手道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一个亚运会冠军以
及第一个奥运会奖牌获得者，都出自这里。辉煌的成
绩，让当初只是想试试看的任晓凤也是感慨不已。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
9 月 21日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
成年组第一阶段循环赛在休赛一天
之后继续举行，在当天进行的第五轮
争夺中，河南女排以 0∶3 不敌山东
队，再负一轮。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的
比赛 9 月 16 日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
体育馆拉开战幕，在今年 4月份曾带
领河南女排时隔 12 年重返全运会决
赛圈的朱婷，由于手腕伤势并未上
场，只是在场边为队友助威加油。实
力受到影响的河南女排首轮就以 0∶3
不敌上海队。此后，河南女排先后以
1∶3、1∶3、0∶3不敌广东、江苏、辽宁，
遭遇四轮连败，在 8 支参赛球队中排
名垫底。上届冠军江苏队 5战 5胜排
名第一，辽宁队、天津队、上海队紧随
其后。

根据赛程，晋级本届全运会决赛
圈的河南队、江苏队、天津队、辽宁队、
上海队、广东队、山东队、浙江队将分
两个阶段展开争夺。第一阶段首先进
行单循环赛决出比赛名次，获得第一
阶段 5—8名的队伍不再比赛，该阶段
名次即为最终名次。第二阶段为半决
赛和决赛，第一阶段第 3、第 4名抽签
确定与第一阶段第 1、第 2名进行半决
赛，半决赛的胜者进行冠亚军决赛，负
者进行三、四名决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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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体操名将刘津茹在赛前训练。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金牌之师：省空手道队。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9 月 21
日晚，西安奥体中心的中秋之夜属于苏炳
添。在当晚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项
目男子决赛中，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
田径创造历史的苏炳添以 9 秒 95 的成绩强
势夺冠。

从前一天亮相全运赛场开始，苏炳添就
显示出良好的状态——第一枪10秒 23，第二
枪10秒 06，均夺得小组第一。强势晋级男子
百米决赛之后，苏炳添说自己的竞技状态处
于高水平，并表示要力争在“百米飞人”大战
中拿到个人运动生涯首枚全运会金牌。

这是苏炳添的第四次全运之旅。第十
一届全运会，初出茅庐的苏炳添名列第六；
第十二届全运会，苏炳添遗憾不敌张培萌，
获得银牌；第十三届全运会，苏炳添又是一
枚银牌，冠军是谢震业。不过，在苏炳添看
来，自己的对手，始终是“自己”。“对我来说，
一切都是自己跟自己比赛。包括奥运会时
也是，进入奥运会半决赛的运动员，都是 10
秒以内成绩的，只有你发挥好，才能拿到决
赛名额，决赛中我要尽力打开 10秒。”苏炳添
说。

也许命运早就为这个在艰苦训练和严格

自律中执着地坚守梦想的奔跑者准备好了闪
光的舞台。9月 21日晚 8点 40分，全运会百
米飞人大战准时上演。个性十足的出场仪式
中，苏炳添双手比心、致意观众，而看台上的
观众则打出“中秋佳节明月夜，中国百米看炳
添”的横幅。比赛旋即开始，在全场的加油助
威声中，苏炳添从起跑开始就确立了领先优
势，最终一马当先冲过终点，成绩9秒 95。第
四次出征全运会的苏炳添终于加冕百米飞
人。

浙江选手谢震业以10秒 10获得银牌，湖
北选手吴智强以10秒 18摘得铜牌。6

四战全运
苏炳添加冕百米飞人

9月 21日，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媒体记者村，组委
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举办了迎中秋活动，
给远离家乡的记者们送去佳节的问候。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 赛场上
的苏炳添。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说起来，最初是跆拳道教练的我也是半路出
家。2006年时，我听说在广东开了一个空手道项目
的培训班，就带着好奇心去学习了一番。回来后，我
就在省体校组建了一支业余空手道队。”任晓凤说。
由于不是正式的运动队，省空手道队起初真的是两手
空空：没有好苗子，只能从别的运动项目挑剩下来的
孩子里去“淘宝”；没有训练场地，只能等其他项目训
练完，才能见缝插针练上一会儿。

那时候缺少经费的她，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
花，出省参加比赛，再远的路也舍不得买卧铺票。十
几个孩子跟着她，在座位上挤成一团，饿了是白水配
干粮，困了就互相依偎着打个盹儿。国内没有空手道
的正式教材，任晓凤通过查资料、看录像，自己摸索教
学方法；队伍没有康复师，她又自学按摩手法，给孩子
们训练后按摩放松。好在，当时省体育局的各级领
导，对于空手道这个试点还是非常支持的，从有限的

机动经费中拨出了一部分，帮助他们度过了最初的艰
难期。

河南空手道队真正的转机，源于中国空手道队的建
立和不断发展壮大。由于河南的空手道运动开展得较
早，队员练得较好，中国空手道队建立时，几乎一半的队
员都来自河南。“国家队主教练管健民，特别看重咱们河
南的队员。他认为，这批孩子能吃苦、有信仰，不会在困
难挫折中迷失自己。”任晓凤介绍，借着国家队的东风，
河南空手道队开始崛起，并在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
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优势。

2010年，河南空手道选手李红，先后在世锦赛和
亚运会上夺取金牌，开创了中国空手道运动的诸多历
史。紧接着，尹笑言又异军突起，常年排名-61公斤
级的世界第一。尖子选手的不断涌现，让河南空手道
队成了国内各项赛事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并最终成
为全国空手道项目的第一天团。

就在成为该项目全国领头羊的那一刻起，任晓凤
也感受到了什么叫“创业难，守业更难”。随着空手道
运动成为全运会乃至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国内各个
省份也开始加大对这个项目的投入。想要弯道超车的
这些后发者，自然将挖角的目标对准了河南空手道队，
有些任晓凤的好帮手，最终成了她的好对手。谈及此
事，任晓凤也是颇为无奈，毕竟，人才鼎盛的河南空手
道队确实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国内诸多对手的虎视眈眈，使得河南空手道队只
能更加努力去保住自己的王者位置：科学的训练方法，
充分挖掘队员的优势和潜力，以及这15年来形成高标
准、严要求的队风队纪。2020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也把经验丰富的任晓凤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当时，刚刚带领一线队和二线队前往海南白沙集训的
她，与队伍一道被封在了集训地。长达四个半月的异
地封闭，再加上情况不明时的人心惶惶，让所有人都有
些不知所措。

“当时，我又要联系队员家长，做好安抚工作，又要
稳定队伍情绪，在做好防疫的同时，不耽误正常训练。
那段时间，确实让我有些心力交瘁。”任晓凤说，幸好第

一批的老队员这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这些十二
三岁就跟着她的孩子，信任她支持她，在做好防护的基
础上，带头积极训练。他们的榜样作用，也很快让队伍
稳定下来。“整个封闭期，我们队伍没有出现一个病
例。大家按照计划，刻苦训练，不断提高自身技战术水
平，并在随后的预选积分赛中，男、女组手项目拿满了
决赛名额，型项目取得了决赛突破。几名重点队员更
是夺得前两名种子席位，为我们全运会能够在两个项
目上包揽冠亚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蝉联全运会的双榜第一后，任晓凤说，队伍能
有今天的成绩，靠的是省体育局各级领导的战略规划
和不遗余力地大力支持，离不开省体校与郑大体院为
队伍解决了后顾之忧，依赖于强大的科医训管保团
队。通过这次全运会，她对项目的现状也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现在全国各省的水平提高很快，这次全运会
空手道项目的八块金牌被七支代表队获得，至于能获
得奖牌的队伍就更多了。”丝毫不敢松懈的任晓凤，接
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总结经验教训，尽快完成
队伍新老交替。她认为，是时候让二青会上为河南夺
得6金6银6铜的那批孩子，站出来挑大梁了。6

白手起家创业难

各方竞争守业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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