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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9 月 22日上午，第十四届全运会田
径项目的比赛在西安奥体中心继续举
行，在男子标枪项目的比赛中，还有 6天
就年满 23岁的河南选手胡浩然，以“突
破自己”的一枚铜牌，收获了一份宝贵的
生日礼物。

当天上午的男子标枪决赛，当首轮
所有选手的成绩都还在 70多米“预热”
的时候，最后出场的胡浩然第一投就投
出了 82.14 米的成绩。场上的气氛顿时
活跃起来，记者身后的两名外省教练员
也低声赞道“厉害”。要知道，上届全运
会的冠军成绩是80.04米。

胡浩然的第一投也“激活”了众多对
手们的状态。两届全运会冠军，辽宁老
将赵庆刚旋即在第二轮以 82.58 米的成
绩反超，位居第一。上海选手、今年全国
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资格赛冠军徐家杰
也在第三轮投出 81.62 米。胡浩然则在
第二轮投出80.72米，成为唯一一个前两
轮均超过 80米的选手，这一成绩也保证
了他跻身前八、进入最后三投的决战。

最终，徐家杰以84.54米的成绩夺得
冠军，赵庆刚以 82.58米的成绩摘银，胡
浩然仍凭借首投 82.14 米的成绩获得铜
牌。

虽然从第一投时的第一名到被反超

收获铜牌，但年轻的胡浩然本场表现对
于河南田径来说依然堪称惊喜。谈起自
己的首次全运会之旅，赛后的胡浩然笑
得淳朴而又满足：“满意，非常好。之前
虽然也有些拿奖牌的想法，但没想到能
投得这么好。比赛之前在家最好投了79
米多，今天还是有点小紧张，不过第一投
就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已经达到预期
了。”

说起在全运会赛场的突破，胡浩然
说：“最后一段时间的集训备战练得比较
系统，并且没有大的伤病，所以今年下半
年成绩提高幅度比较大。关键是临场技
术发挥得比较平稳、比较好，从助跑到最
后的衔接都挺好。”

胡浩然 2008 年进入开封市体校开

始业余训练，2014年 12月进入河南省田
径运动管理中心进行专业训练。在今年
6月举行的2021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全运
会资格赛上，胡浩然获得男子标枪亚军。

在河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短跨跳
投项目领队、跳远名将黄赓看来，胡浩然
这次的成绩突破是水到渠成：“其实他的
投掷技术是最近才开始尝试改为鱼跃
式，短时间内有这么大的提高，说明改技
术的路子是对的，不过毕竟时间比较短，
技术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也说
明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可期。
胡浩然还很年轻，成绩一直在稳定提高，
之前的最好成绩是 79米多。这个运动
员悟性很高，训练中肯动脑子。而且经
常跟他的教练刘彦宏一起研究技术，特

别是这一年中成绩提高很快。来之前的
训练水平也达到了79米多，过80米很正
常。另外，他能在全运会这种全国最高
水平的大赛中，在七八个最好成绩都超
过 80米的高手包围中，突破自己，发挥
出自己最高水平拿到一枚铜牌，是最难
能可贵的！”

“接下来有什么目标吗？”记者问胡
浩然。

“有，明年亚运会！”胡浩然回答。
胡浩然获得的这枚铜牌也是河南田

径在本届全运会上的首枚奖牌。在 9月
22 日上午进行的男子 400 米跨栏预赛
中，河南名将谢智宇以51秒 10的成绩排
名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于 9月 23日晚 7
点25分进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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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女团决赛
河南排名第八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9 月
22 日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项目比
赛女子团体决赛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
举行，河南队最终名列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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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格赛
中以 207.830 分的成绩排名第六位，晋级
女子团体决赛。当天下午的女子团体决
赛，河南队在首轮进行的平衡木项目比
赛中，包括以资格赛第八名身份晋级平
衡木决赛的芦玉菲在内的多名队员出现
失误，晃动、连接中断、掉下器械频繁出
现，影响了平衡木项目的得分，也影响了
最终的排名。不过，在其他几个项目上，
几名河南队员发挥基本正常。已经以资
格赛第一名的成绩晋级跳马决赛的刘津
茹，在跳马上发挥稳定，得到 13.400 分，
而以资格赛第三名的身份晋级高低杠决
赛的芦玉菲，则在高低杠上得到 14.500
分的高分。

最终，河南队以 202.161 分的成绩，
在 8 支跻身女子团体决赛的队伍中排名
第八。上届全运会女团冠军广东队整体
优势明显，以 217.129 分成功卫冕；安徽
队则以“零失误”的上佳状态得到 212.961
分，获得银牌；北京队以 211.930 分位列
第三。浙江队、福建队、湖北队、湖南队
分获四到七名。6

本报西安讯（记者 李悦 黄晖）
9 月 22 日晚，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
100米自由泳结束了两场半决赛的较
量。最终，河南的两名选手王浩宇、侯
钰杰，分别以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三的
身份晋级决赛，从而获得了参加 23日
晚男子飞鱼大战的资格。

与田径比赛中的男子百米飞人大
战一样，紧张激烈的男子 100米自由

泳比赛，也被誉为游泳项目中的飞鱼
大战。值得一提的是，前两届全运会
的百米飞鱼之争，笑到最后的都是我
省游泳名将宁泽涛，该项目的全国纪
录，至今仍是宁泽涛创造的47秒 65。

由于汪顺的退出以及余贺新意外
被淘汰，获得这次男子 100米自由泳
决赛资格的 8名运动员，都是近两年
才涌现出来的游泳新星，成绩普遍都

在 49秒左右。半决赛中，王浩宇和浙
江选手潘展乐同为 48秒 94，成绩在 8
名选手里并列第一，侯钰杰以49秒 12
排在第四位。

对于这8名选手来说，23日晚上的
这场飞鱼大战，成绩相近的他们，谁都
有机会问鼎冠军。在群雄逐鹿中，王浩
宇和侯钰杰也有很大的机会，将这枚全
运会金牌，连续第三次留在河南。6

河南两泳将跻身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

“全民全运 体彩同行”
续写全民健身新篇章

全运会皮划艇项目开赛
河南水军力争冠军“浩然一掷”突破自己

河南选手胡浩然夺得全运会男子标枪铜牌 本报西安讯（记者 李悦 黄晖）9 月 22 日，第十四
届全运会皮划艇静水项目的赛事在西安杨凌拉开帷
幕。河南皮划艇队这次有 21 名运动员参加 13 个项目
的角逐，这支以年轻选手为主的队伍，此次全运会的目
标就是全力争金。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皮划艇静水项目，共有来自全
国 23 支代表队报名参赛。在为期 5 天的比赛中，各路
选手将为 14 块全运会金牌展开争夺。

在首日进行的预赛和 1/4 决赛里，河南选手表现不
错。刘闪进入女子 200 米单人划艇半决赛，李天翔进入
男子 1000 米单人皮艇半决赛，李泽辉/路丰嘉晋级男子
500 米双人划艇半决赛，孙亚朋/魏金施晋级男子 1000
米双人皮艇半决赛。此外，还有两对河南组合进入男子
1000米双人划艇的半决赛。

对于选手们的表现，省皮划艇队领队马可武还是比
较满意的。他表示，本届全运会，由于奥运联合队的参
与，不少项目的夺牌难度变大。刚刚完成新老交替的
河南皮划艇队，面临的是更加强大的对手。从首日的
比赛来看，年轻的河南队员并没有怯场，都较好发挥出
了自己的水平。

根据赛程，23 日将决出 4 枚金牌，在女子 200 米
单人划艇、男子 1000 米单人皮艇、男子 1000 米双人
划 艇 三 个 项 目 上 ，河 南 选 手 都 有 机 会 向 奖 牌 发 起 冲
击。 6

体育健儿齐聚西安，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中国体育彩
票作为第十四届全运会公益合作伙伴，不仅通过筹集体彩
公益金为全运会的举办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还在17日至
20日期间，通过创新打造“体彩，不止运动——全民全运体
彩同行”主题活动和体彩公益助威团活动，为全运会加油喝
彩，更以全运会为契机，积极倡导全民健身，为中国体育事
业发展助力。

9月 16日，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助威团成员齐聚西
安。其中，有来自“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的支教老师，也
有一直关注支持体彩的购彩者、健身达人和媒体。在这里，
他们共同开启了一段领略古城魅力、见证体彩公益、为全运
会加油助力的精彩旅程。

9月 17日晚，“全民全运体彩同行”主题活动第二站登
陆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再次点燃全民健身激情。为
期 3天的全民健身活动，将全运会的运动氛围再次推向高
潮。

9月 19日、20日，“全民全运体彩同行”主题活动在中
秋佳节继续火热上演，向西安当地民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展现体育运动的魅力，分享趣味运动的快乐，倡导积
极向上的体彩公益理念，共同为正在火热开展的全运会加
油助威。为期三天的活动辐射了超过 31万的大唐不夜城
街区游览者，吸引了超 2万名民众参与现场互动活动。

全民全运，体彩同行。全运会作为一场竞技体育与
群众体育完美结合的盛会，它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体彩
公益金的支持。无论从场馆改造升级、组织队伍建设到
群众赛事选拔，体彩公益金一直助力其中，带动全民健身
热潮。

今年，体彩以全运会为契机，创新开展的“全民全运体
彩同行”主题活动和体彩助威团活动，进一步贯彻了全民全
运的理念，营造了浓郁的全运氛围，在聚焦“体彩+”的力量
之下，解锁更多全民健身的新风潮、新精彩。

全运会中的体彩身影、运动健身中的体彩风潮，中国体育
彩票发行27年来，累计筹集超过6000亿元公益金，为社会公
益事业和体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不断推动着全民健身
的普及与发展，夯实体育强国
的基石。

2021 年恰逢“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体彩也
将继续助力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深度融合，为筑好通往
健康中国的全民健身之路添
砖加瓦。 （彩文）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三
人篮球成年组的比赛 9月 22日在西安城市运动体育公园
拉开战幕，河南队首日出战两场，一胜一负。

与五人制篮球不同的是，三人制篮球使用传统篮球场
的半个比赛场地，每队场上3人替补 1人，每场比赛时间为
10分钟，时间结束时领先或在规定时间内率先得到 21分
的球队获胜。9月22日，由张玲阁、牛嘉、冯松、张先媛组成
的河南女篮在上午的比赛中以 21∶16战胜东道主陕西队，
但在下午面对刚刚夺得东京奥运会铜牌的奥运联合队时，
遗憾地以9∶18不敌对手。

三人制篮球起源于美国街头篮球，2017年成为东京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即成为第十三届全运会的正式比赛
项目。参加本届全运会女子三人篮球成年组比赛的8支球
队，由资格赛排名前六的队伍加奥运联合队及东道主共 8
支代表队构成，即奥运联合队、陕西队、河南队、福建队、辽
宁队、广东队、湖北队、浙江队。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单循环决出 1-8名，第 7、8名不再参加第二阶段交叉
赛。第 1、2名的队伍直接进入半决赛，分别与第 4、5名和
第 3、6名的胜者进行交叉赛，决出本次比赛的第 1至第 6
名。6

河南女子体操队队员在比赛
中。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河南标
枪运动员胡
浩 然 以 82
米 14 的 成
绩为河南队
摘得一枚铜
牌 。 本 报
记 者 邓 放
摄

王浩宇和侯钰杰与队友一起获得了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的铜牌。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全运会女子三人篮球成年组开战

河南女篮首日一胜一负

胡浩然（左）登上领奖台。 本报记
者 邓放 摄

今日聚焦

三秦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