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日， 上海队选手高娥在颁奖仪
式上。 新华社发

1983年夺冠！2013年又夺
冠！随着“70后”刘英姿最后一枪
脱靶，身披上海队战袍的“60后”
高娥成为这场“老将之争”的胜
利者。 带着连续参加8届全运会
的惊人纪录，高娥以51岁的“高
龄”时隔30年后再次获得全运会
女子飞碟多向冠军。

前后呼应的30年夺冠光阴，
使高娥成为近30年来中国体育事
业的重要亲历者，她也是本届全运
会为数不多的“老宝贝”。谈及30年
的变与不变， 她说：“变的是环境、
规则， 不变的是我一颗爱枪的心。
我没有变，始终追逐。”

午后细雨初霁，阳光透过云
层投射在柏叶训练基地的飞碟
场上，51岁的高娥擎着长枪站在
场上依然显得卓尔不凡。 决赛
中，高娥依旧表现稳定，最终与
刘英姿会师决赛。两人在决赛中
均脱靶1次，战成14平。最后在单
发决赛中， 高娥以2发全中的成
绩击败1次脱靶的刘英姿， 完成
纵跨30年的全运霸业。

（据新华社沈阳9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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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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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旋、 缠斗！9月1日的女子柔
道48公斤级决赛成了一场势均力
敌的较量。进入加时赛，谢狮狮瞅
准机会将莫琴琴放倒，以一个“有
技分”的优势艰难取胜。夺冠后，扎
着一根冲天辫的谢狮狮在沈阳大
学体育馆仰天怒吼，宣泄心中的喜
悦，展现“狮王”的霸气。

霸气十足

今年4月在沈阳进行的全运会
预选赛最后一站积分赛上， 谢狮
狮就曾经夺冠， 此次重回夺冠福
地， 她的目标自然直指金牌。 比
赛中， 谢狮狮的表现就一直很强
势， 其中在1/4决赛上， 她就以一
个仅用时36秒的“一本”， 直接

“秒杀” 对手。
进入决赛， 谢狮狮再次面对

老对手———四川队的莫琴琴。 全
运会预选赛， 她正是战胜莫琴琴
而夺冠。 再次回到沈阳， 全运会
的决赛对阵可谓是预选赛的重演。
两人棋逢对手， 一直战至加时赛，
谢狮狮才以一个技术分艰难战胜
对手。

夺冠后的谢狮狮虽然大汗淋
漓， 但仍然难掩激动之情， 她告
诉记者： “太不容易了， 到现在
心还在怦怦跳。 赛前可能没人看
好我， 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
次就是冲着金牌来的！” 谈到实现
夺金目标时， 身高仅1米53的这个
小个子姑娘， 显示了自己的“狮
王” 霸气。

“这次来到沈阳后， 谢狮狮

的表现特别强势。” 说到弟子夺冠，
熊建宏格外兴奋： “其实我们赛
前就已经把各种情况都想到了，
并做了充分准备。 谢狮狮正是按
照我们的战术要求， 战到了最后，
也笑到了最后。”

大器晚成

今年26岁的谢狮狮， 虽然在
2001年就入了省柔道集训队， 却
在2006年才正式成为省女子柔道
队的一员。 主管教练熊建宏告诉
记者， “谢狮狮其实是个大器晚
成的运动员。” 直到2010年全国女
子柔道冠军赛， 谢狮狮才夺得自
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并在2011
年亚洲锦标赛获得亚军。

谈起她的技术特点， 熊建宏
说， 谢狮狮在训练中十分刻苦，
骨子里有一股拼劲， 场上也是敢
打敢拼。 “千万莫看她个子小，
两三个小伙子， 都不是她的对
手。” 熊建宏幽默地说。

谢狮狮也算是湖南女子柔道
队的一员老将了。 同期入队的队
友有的在2005年就拿到了全运会
金牌， 这也让作为“同级生” 的
谢狮狮感到“压力山大”。 不过谢
狮狮顶住了压力， 终于在第二次
全运会征程中收获冠军， 是一个
大器晚成的“狮王”。

如愿获得全运会冠军后， 谢
狮狮向记者透露了她对奥运会的
憧憬:�“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为奥
运会准备， 全运会拿到了金牌，
还有亚运会、 奥运会， 我肯定要
一步步往前走。”

（本报沈阳9月1日电）

惊天“狮子吼”
本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要问本届全运会哪位明星最
受关注， 一人报了7个项目的孙
杨首当其冲。 今天上午10时， 孙
杨随浙江游泳队抵达沈阳， 瞬间
“点燃” 机场。 面对记者有关7金
的问题， 孙杨谨慎表示“没有特
别去想”。

抵达机场引轰动

最近一年来， 中国体坛话题
最多的明星是谁？ 不是姚明， 不
是刘翔， 不是林丹， 而是孙杨。

师徒不和， 世锦赛豪取3金1
铜， 孙杨近半年的戏码让他一直
处在强光之下。 据说孙杨9月1日
要抵达沈阳， 众多媒体记者甚至
放弃了很多正在进行的比赛， 为
这位当今中国体坛第一人“接
驾”。

10时20分左右， 孙杨现身
机场， 突出的身高加上橘黄色的
运动服， 让他在浙江游泳队中十
分显眼。 孙杨的教练朱志根也在
队伍当中， 不过两人一前一后，

始终相隔了一段距离。
拿了行李后， 孙杨慢慢走出

机场， 立刻引发了众人围观， 很
多志愿者、 乘客以及保安拿着手
机对着孙杨一阵狂拍。

世锦赛期间指导孙杨的浙江
游泳队总教练张亚东提前到达沈
阳， 今天他也来到机场接机。

刚下飞机便受到热烈欢迎，
孙杨的心情十分不错， 接受采访
时他轻松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
来沈阳， 感觉不错， 天气挺舒服
的。”

避谈7金话谨慎

本届全运会， 孙杨将参加男
子 100 米 、 200 米 、 400 米 、
1500米等4个自由泳单项， 以及
4×100米自由泳、 4×200米自
由泳、 4×200米混合泳3个接力
项目。 他能否豪取7枚金牌， 是
本届全运会最大的看点。 在机场
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孙杨的表情
立刻平静下来： “这次主要还是
尽力去游， 比好每一场比赛， 不
是说一定要拿多少金牌。”

被问及是否有氧能力出现了
问题， 孙杨说：“我从世锦赛回来
后有短暂的调整， 然后就是针对
性的速度训练，有氧（能力）相对
来说前段时间还是保持住了，所
以现在主要还是增加速度。 有氧
应该会在明年继续弥补。”

据了解， 孙杨所参加7项比
赛的门票销售异常火爆， 票价被
炒得老高。 如果你想看完孙杨的
7项比赛， 光在门票支出上或将
达到4200元。

当然也正是因为太受到关
注， 才让孙杨在7金的话题上小
心翼翼。

除了7金的话题， 孙杨还被
问到有关与朱志根教练恢复训练
的事情， 他表示， “现在一切都
好， 就是听领导的安排， (和朱
志根教练 )这个月配合得都很
好。”

当天同机抵达的还有在巴塞
罗那游泳世锦赛中表现糟糕的叶
诗文， 她表示， 世锦赛对她是一
个很好的历练， 而“现在感觉好
很多， 训练也比以前好”。

（本报沈阳9月1日电）

本报沈阳9月1日电 （特派记
者 苏原平 王亮） 高手对决， 胜
负就在一瞬间。 今天下午进行的
第十二届全运会女子飞碟多向决
赛中， 我省老将刘英姿与上海选
手高娥一路平分， 比赛进入到附
加赛性质的单发决赛。 在最后的
单发对决中， 刘英姿惜败对手，
摘得银牌。

共有30人参加了今天的女子
飞碟多向比赛，老将刘英姿、高娥
也披挂上阵。51岁的高娥是国家
飞碟队总教练，也是全运会的“八
朝元老”， 这一次代表上海队出
战。42岁的刘英姿是第4次参加全
运会，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今天的比赛成为两人的对决。

资格赛中， 刘英姿以70中排
名第一。 高娥、 陆星妤、 王祎
文、 朱靖宇同为68中， 分列第2
至第5位。 我省另一名小将杨唤

与另外5位选手同为67中， 凭借
加赛胜出， 拿到最后一个晋级名
额。

按照飞碟项目新规则， 资格
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决赛中所有
入围选手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
新竞逐。 决赛又分为半决赛和奖
牌PK战两部分， 半决赛成绩同样
不带入奖牌PK战。 新规则大大增
加了比赛的偶然性， 要求运动员
抗压能力更强。

接下来的半决赛， 老将显示
了比年轻选手更强的心理素质，
刘英姿和高娥同为14中， 会师金
牌PK战。 而通过加赛晋级半决赛
的杨唤再次凭借加赛胜出， 跻身
铜牌PK战。 在铜牌PK战中， 朱
靖宇总成绩10中夺得铜牌， 杨唤
则以1中之差， 无缘领奖台。

这对师徒之间的金牌争夺战
异常激烈。 刘英姿在决赛开始不

久脱靶， 一直落后于高娥。 高娥
在比赛接近尾声时脱靶， 两人总
分同为14中， 需要单发决赛争胜
负。

单决时的氛围紧张得令人窒
息。 顺利击中第一靶后， 刘英姿
却在第二靶遗憾脱靶。 而高娥则
顶住压力， 两靶全中， 最终夺得
金牌。

赛后， 刘英姿很满意自己在
决赛中的表现， “这是国际射联
修改规则以来， 我第一次打进决
赛。 和高教练拼到单发对决， 完
全出乎我的意料。” 省射击中心
主任崔恒连呼“完美”， 他说：
“新规则对老将的冲击很大， 刘
英姿付出了很大努力， 今天的发
挥非常完美。 小将杨唤敢打敢
拼， 通过两次加赛， 成功闯入铜
牌PK战， 是我省飞碟项目的后起
之秀。”

张亮展开卫冕之旅
9月2日上午9时， 全运会将打

响男子赛艇单人双桨决赛。 作为卫
冕冠军， 我省名将张亮将全力冲击
金牌。 此后， 他又将携手队友史志
强展开双人双桨的卫冕战。

在这两个项目的预赛和半决赛
中，张亮以及史志强展现出色状态，
轻松以小组第一名进入决赛， 卫冕
姿态十分强势。 省体育局竞技处处
长龚旭红谈到张亮在决赛前的表现
时说，“张亮发挥了正常水平， 希望
决赛能够延续这种稳定的表现。”

张亮是我省赛艇项目的招牌选
手， 第十一届全运会中， 他就夺得
了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和双人双桨冠
军。 目前国内这两个项目中， 张亮
的实力一直无人撼动， 尤其是在单
人项目中， 张亮在半决赛领先了小

组第二名近4秒钟。

体操女团“小试牛刀”
本届全运会， 我省体操实力逐

渐复苏， 尤其是女队， 目前有曾思
琪、 商春松、 谭佳薪等多名队员入
选了国家队。 9月2日， 体操女子团
体资格赛将全面展开， 这也是省体
操队首次亮相本届全运会。

湖南体操曾夺得全运会女子团
体冠军， 但近年实力下降， 上届全
运会未能进入前3名。 本次省体操
队卷土重来， 最看重的也是这块团
体金牌。 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书记
谢创生介绍， “我省女子体操团体
的目标是金牌， 明天的比赛是个起
点。” 在全运会预选赛中， 省体操
女队获得铜牌。

据介绍， 省体操队于29日凌晨
抵达大连， 近几日一直在进行适应
性训练， 整体状态都不错， 对比赛
充满信心。 （本报沈阳9月1日电）

湖南赛艇今日“亮”剑
本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孙杨“驾临” 避谈7金

这是一场师徒之战， 一位是国
家飞碟队的总教练， 一位是国家飞
碟队的老队员。 这也是一场巅峰对
决， 从半决赛一直打到金牌PK战不
分胜负，最终上演单发对决。这更是
一场追赶者的游戏，无论是半决赛，
还是金牌PK战， 刘英姿总在先失一
靶的情况下奋力追赶，直至扳平。

正如省射击中心主任崔恒所说
的，射击新规则的偶然性太大，运动
员能打入最后的单发对决已经非常
完美，尤其是刘英姿还肩负着夺取全
运会揭幕后湖南首金的重任。由于对
运动员心理素质残酷的考验，射击项
目流传着两个魔咒，一是肩负首金重
任的选手难夺冠，二是卫冕冠军很难
再度加冕。刘英姿顶住压力，心如止
水，以一个追赶者的心态上演一场惊
心动魄的巅峰之战。 她的这枚银牌，
同样金光熠熠，成色十足。

刘英姿的后面， 还有另外一名
追赶者。 小将杨唤先是通过加赛PK
掉5名选手晋级决赛 ， 随后又通过
加赛跻身铜牌PK战。 在她身上， 挥
洒着一股湘妹子敢打敢拼的辣劲 。
她虽然最终输在经验和实力的欠缺
上， 却为湖南飞碟赢得了未来。

大器晚成的谢狮狮， 同样是一
名追赶者 。 当同期入队的队友在8
年前就拿到了全运会金牌时， 一无
所获的谢狮狮 “压力山大 ”， 但压
力成了她不停步的动力。 坚韧不拔
的恒心， 追逐梦想的决心， 永不言
弃的信心， 成就了今日的 “狮王”，
也成就了我省柔道项目的厚积薄
发。 加上包揽女子柔道52公斤级第
二、 三名的何红梅、 何灿灿， 我省
小级别柔道项目形成了集团优势 ，
展现出十足的发展后劲。

不放弃 ， 不抛弃 。 在追赶中 ，
运动员们收获的不单单是金牌、 银
牌的荣耀， 更是人生的一种信念。

追赶者的收获
苏原平

全运会女子飞碟多向

刘英姿屈居亚军

图为谢狮狮在获胜后欢呼庆祝。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据新华社沈阳9月1日电 第十二届全
运会开幕当天，医疗保障团队各医疗站点
共收治病人367人， 其中外伤43人， 内科
324人。转送患者13人。

据全运会开幕式医疗卫生保障现场
指挥部总指挥、辽宁省卫生厅厅长王大南
介绍， 为保障全运会医疗卫生和食品安
全，他们组建了包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
宁省人民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武警辽
宁总队医院、沈阳市急救中心等省市优质
医疗资源在内的全运会医疗卫生食品安
全保障团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徐
克告诉记者，该院专为服务全运会新组建
的方舱医院是一个可移动的微缩医院，包
括9台方舱车辆，1台应急指挥车等， 其规
模相当于一家二级医院， 囊括了急诊科、
外科、手术室、ICU重症监护室、检验科、放
射科。对于开闭幕式现场可能出现的突发
性踩踏事件，以及运动员意外伤害、群体
中暑等情况， 方舱医院可以迅速做出反
应，对伤者进行抢救、检查甚至手术等紧
急救援。同时，考虑到赛事举办期间，将有
众多国内外游客来辽宁参观旅游，有发生
意外事件的可能，中国医大一院紧急救援
队随时准备参与紧急救援工作。

■全运会花絮

开幕当天367人就医 “八朝元老”高娥

图
为 刘 英
姿 在 比
赛中。
本报特
派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