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日，奥运冠军陈颖（右）在获得
射击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冠军后接受对
手祝贺。

◎ 责任编辑 蔡矜宜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在9月2日进行的第十二届全运会射击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 我省选
手刘艳（左）取得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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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一片错愕

11时45分， 结束比赛的史志强面
无表情地从赛艇库回到湖南队的驻点
帐篷， 将参赛证往地上一丢， 沉默无
语； 随后， 一脸无奈的张亮也走了出
来，简单地换了衣服后，便跟着一位官
员参加尿检去了，依旧一路无语。

而留在驻地的湖南赛艇队其他人
员，则是一脸错愕，相对无言。

男子2000米双人双桨本是我省
赛艇队一个重点夺金项目， 参赛选手
张亮、史志强也是该项目的卫冕冠军。
就在1个多小时前，张亮刚刚夺得单人
双桨冠军， 让人们对他的第二个项目
格外期待。但一个无法预知的意外，却

毁了两人的卫冕大戏。
以半决赛头名身份晋级决赛的张

亮/史志强排在第4道。11时20分， 随着
一声枪响，6支赛艇像箭一般射了出去。

记者预先赶到终点处，其他对手的
艇都已经冲过终点，却迟迟未能看到张
亮/史志强的身影。10多分钟后，才看到
两人的赛艇缓缓驶来，毫无生气。

原来， 在比赛进行了1分多钟，赛
艇行进了500米左右时， 张亮的一支
桨突然损坏，无法使用，只得眼睁睁地
看着被其他选手超过。

原因尚不清楚

张亮的桨到底怎么了？
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了解具体情

况后告诉记者， “张亮的一支船桨的
桨盘断了。” 至于网上传出的“可能

有人为因素”， 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罗跃龙表示， “根据研究， 基本
排除了一些人猜测的人为因素， 也不
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只能说运气太
差了。”

据介绍， 专业的赛艇船桨在靠近
把手50厘米处有一个桨盘， 主要用来
连接赛艇上的桨托， 桨盘和桨托形成
一个类似杠杆的物理结构， 赛艇选手
通过摆动船桨进而推动赛艇前进。 一
旦桨盘或者桨托受损， 就无法发力，
赛艇也就失去了动力。

至于张亮的桨盘为何断裂， 罗跃
龙告诉记者， “我们检查了一下， 并
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或许是因为用力
过猛， 或许是其他原因， 目前尚不清
楚。 但基本可以否定有人为因素。”
他介绍， 省赛艇队在早上出发前， 刚
给那支桨换了新的桨盘， 张亮参加单

人赛中， 使用的也是这一支， 当时并
没有问题。 而在比赛间隙， 选手使用
的船桨也都有专人看护。

据了解， 赛艇项目所使用的赛艇
和船桨都是由高科技材料制成， 质量
非常轻， 特别坚韧， 价格不菲。 像张
亮所使用的桨， 市价为9000多元。
在赛艇比赛中， 出现桨盘断裂的情况
少之又少。 省赛艇队领队曲凤无奈地
告诉记者， “很少见到桨盘断裂的情
况， 这种概率我想只有千分之一！”

比赛器材意外受损， 往届全运会
也发生过。 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
武术比赛， 四川选手在做以棍击地的
动作时， 棍子居然应声折断。 而在男
子器械对练比赛中， 广西队选手的
长枪木杆与朴刀刀刃接触后断为两
截， 最终没有成绩。

（本报大连9月2日电）

意外！9月2日上午， 成功卫冕赛艇男子2000米单人双桨后， 我省选手张亮在随后的男子
2000米双人双桨决赛中船桨意外损坏，导致比赛难以继续，最终名次垫底———

本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全运会才开赛两天， 众多奥运冠
军纷纷落马，遭遇“全运魔咒”。由于全
运会在奥运会后一年举行， 很多奥运
冠军回到全运赛场深受“全运魔咒”的
困扰，状态低迷，无缘奖牌。

射击成“重灾区”

射击项目成为遭遇“全运魔咒”的
重灾区。奥运冠军易思玲、陶璐娜、郭
文珺、朱启南、贾占波、邱健等纷纷止
步资格赛，无缘决赛。

中国射击队总教练王义夫认为，
首次在全运会上使用的国际射联新规
则， 是奥运冠军落马的一个绊脚石。
2012年，国际射联进行了“史上最大”
的规则修改，资格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决赛采取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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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奥运冠军被“秒杀”
的几率陡增。

9月2日进行的女子50米步枪三姿
比赛， 伦敦奥运冠军易思玲资格赛排
名第37位，无缘决赛。女子25米运动手
枪比赛，奥运冠军陶璐娜、郭文珺双双
折戟资格赛，只有陈颖坚持到最后，以
一枚金牌为奥运冠军正名。 而在全运
会首日比赛中，朱启南、贾占波、邱健
等奥运冠军均无缘决赛， 即便是闯入
决赛的奥运冠军庞伟， 也在最后关头
被小将逆转，与金牌擦肩而过。

对于奥运冠军遭遇“全运魔咒”，
王义夫解释，“奥运会就是奥运会，全

运会就是全运会， 国家队准备奥运会
和大赛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东西， 到省
市以后，准备的东西、训练等方面可能
会有差别，国家队跟省市队不太一样，
所以成绩有区别也是正常的。”

体育转型破解“魔咒”

如果说， 全运会射击项目引进新
规则后，比赛偶然性大增，冷门迭出，
但奥运冠军依然在其他项目洒下了伤
心泪。

全运会击剑男子佩剑个人赛，奥
运冠军仲满以1剑之差倒在8强之外。
女子重剑个人赛8强战再爆冷门，伦敦
奥运会团体冠军成员李娜、 孙玉洁接
连出局。 李娜和孙玉洁均是个人项目
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为备战全运会，她
们甚至放弃了布达佩斯世锦赛。2枚奥
运会金牌得主吴静钰， 也止步跆拳道
女子57公斤级半决赛。

作为中国第一位男子击剑奥运冠
军， 仲满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
自己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他对这次男
子佩剑个人赛的金牌格外看重。 但最
终失利， 仲满认为是心态出了问题，

“其实前面的比赛感觉不错， 但有几
剑没有处理好， 和裁判也有一些争
议， 心态还是没放好， 关键时刻进攻
不太果断， 最后一剑还是对方准备得
更充分。”

击败奥运冠军孙玉洁的陕西队小
将郝佳露坦言，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手，
她认为孙玉洁败北的主要原因是压力
过大。“她是奥运冠军， 还是在家乡作
战，肯定压力大。今天绝对不是她的真
实水平，场上反应速度、脚步都比平时
慢，肯定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是谁给了运动员巨大压力？ 除了
自身外， 更多的来自于外界。 全运赛
场，运动员、尤其是奥运冠军巨大压力
的根源，是体育主管部门过度追求“体
育GDP”的唯金牌意识。只有淡化唯金
牌意识，以体育惠民为根本目的，加快
体育改革和转型，实行“全民体育”发
展模式， 让体育回归社会， 真正实现

“全民健身， 共享全运” ，“全运魔咒”
也许才会真正破解。

（本报沈阳9月2日电）

在任何一届运动会上， 老将总
是一道风景。

然而， 本届全运会却成为众多
老将的伤心地。开赛才两天，射击奥
运冠军陶璐娜、郭文珺 、朱启南 、贾
占波、邱健等先后止步资格赛，无缘
决赛；“佩剑之王” 仲满以一剑惜败
止步8强，遗憾地结束了自己最后一
战； 两届奥运会自由操金牌得主邹
凯出现重大失误，无缘自由操决赛。

当人们感慨“英雄迟暮”时，仍有
一些老将能够排除万难，以稳定的发
挥续写运动生涯的青春。51岁的八朝
元老高娥和42岁的四朝元老刘英姿，
在飞碟赛场携手书写老将的神奇。赛
艇决赛的航道上，我省老将张亮拒绝
“冷门”， 以一个艇身的优势轻松卫
冕，展现老将舍我其谁的霸气。

竞技体育的规律注定强者永远

无法恒强， 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运
动生涯，永远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高娥、刘英姿的巅峰对决，张亮的轻
松卫冕，在于他们的坚持，在于他们
对体育梦想心无旁骛地坚守，在于他
们不断地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全运会赛场，老将的际遇冰火两
重天，有的遭遇“滑铁卢”，有的攀上运
动生涯新高峰。老将的不同际遇，展现
了人生百态。名气换不来金牌，只有对
体育梦想心无旁骛地坚守， 只有不断
地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只有拥有强大
的内心和平和的心态， 才能成为运动
的领跑者。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经
说过，人生最重要的绝非凯旋，而是
战斗；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老将
用自己的人生际遇， 加深人们理解、
激赏奋斗与拼搏的意义，激励人们为
梦想而奋斗，为信念而战斗，不断超
越自我。

老将是一道风景
苏原平

奥运冠军遭遇“全运魔咒”

本报大连9月2日电（特派记者 王
亮 苏原平） 在今天进行男子2000米
四人单桨无舵手决赛中，我省“越级”
参赛的李树文/贾明亮/梁明阳/关洪
峰发挥出色， 以6分00秒50的成绩夺
得一枚宝贵的银牌，3日他们还将参加
轻量级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决赛。

与上届全运会湖南赛艇队仅依靠
张亮和史志强冲击金牌不同， 本届全
运会湖南赛艇队又多了一个颇具实力
的“男子4人组” ———李树文、 贾明
亮、 梁明阳、 关洪峰。 在半决赛中，
他们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挺进决赛。 决
赛中， 一度落后的他们， 奋力追赶，

最终以1秒之差不敌山东队， 屈居亚
军。 赛后， 队员们并不气馁： “能拿
到第二名还是很高兴， 我们平时训练
基本就是这个成绩， 今天算是正常发
挥。”

值得期待的是， 4位小伙子3日还
将参加轻量级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决

赛。 省竞技处处长龚旭红告诉记者，
“这4个小伙子原本是轻量级 （70公斤
级以下） 选手， 今天他们参加的实际
是公开级 （不限制体重） 的比赛， 就
像以小打大， 所以这个成绩非常不
错。” 龚旭红表示， 3日的轻量级比
赛， 4位小伙子有望进一步提高成绩。

赛艇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湖南小伙惊喜夺银
本报大连9月2日电 （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今天上午， 观看全
运会赛艇比赛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蔡振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
届全运会做了重大改革， 也难免遇
到一些问题， 需要更多的时间慢慢
解决。

蔡振华首先肯定了本次全运会
所作出的改革， 他认为目前的改革
是顺势而为， 节俭办赛的理念就是
让体育回归“体育”本身，让老百姓
更多地参与其中。

当记者说到全运会瘦身大受欢
迎， 但同时也暴露了个别赛事组织
混乱、媒体席分配不足、班车调配不
及时等问题时， 蔡振华表示，“我们

的确也听到了一些问题， 大赛组委
会正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 全运会
是一个大型的综合运动会， 难免会
出现一些问题。 但这都不是颠覆性
的问题， 都可以协调好。 我个人认
为， 只要大家能够逐渐就全运会的
新理念、新模式达成共识，很多问题
还是不难解决的。”

蔡振华还表示， 今后综合性运
动会的改革目标就是要让老百姓更
多地参与其中、分享快乐。他希望东
道主辽宁在新的全运会理念的指引
下， 为今后全运会模式的探索作出
更多的贡献， 也为全国各代表团的
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创造一个良
好的比赛氛围。

蔡振华：全运改革需要时间

本报沈阳9月2日电 （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9月3日， 全运会女
子举重比赛拉开战幕， 我省名将杨
炼、 李萍将分别向女子48公斤级和
53公斤级金牌发起冲击。

老将杨炼将率领小将谭亚运角
逐女子举重48公斤级比赛。 杨炼是
上届全运会女子48公斤级的亚军，
她在2006年世锦赛上不但囊括了挺
举、 抓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 还连破
3项世界纪录。 21岁的谭亚运是我省
举重队的新秀， 在2012年全国锦标

赛获得该项目挺举和总成绩第3名。
我省另一位举重名将李萍将冲

击女子53公斤级金牌。 李萍是前两
届全运会该项目的冠军。 第十一届
全运会， 她3超世界纪录， 以235公
斤的总成绩卫冕。 她还是2007年世
锦赛的挺举和总成绩冠军。 本次比
赛， 李萍力争实现全运会三连冠。

在大连的赛艇赛道上， 我省选
手史志强、 梁明阳等将继续在男子
四人桨、 轻量级四人单桨无舵手项
目冲击奖牌。

李萍力争三连冠

张亮 （右） 和史志强在比赛发生意外后心情沮丧。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大连9月2日电（特派
记者 王亮 苏原平）第十二届
全运会体操女子团体资格赛
暨单项决赛资格赛今天在大
连展开，我省体操女队发挥稳
定， 以第3名的成绩晋级团体
决赛，“全能王”商春松以头名
的成绩晋级女子全能决赛。

上届全运会，我省体操女
队表现不佳，未能进入前3名。
本届全运会，我省女子体操涌
现了商春松、曾思琪、谭佳薪
等新秀，实力复苏，在全运会
预赛中获得第3名的好成绩。

在2日进行的资格赛中，
卫冕冠军上海队依然无人撼
动， 她们以222.938分的成绩
领跑女团资格赛。以小将担纲
的浙江队发挥出色，成绩仅落
后上海队0.233分，位居次席。
湖南队以 221.004分紧随其
后。

作为国内个人全能项目
的佼佼者，商春松在资格赛中
以57.101分领跑女子全能。在
单人项目中，她分别进入高低
杠、 平衡木和自由操的决赛。
此外，我省选手谭佳薪闯入跳
马决赛，谢玉芬将参加平衡木
决赛，曾思琪则获得自由操决
赛资格。

两届奥运冠军邓琳琳爆
冷无缘平衡木和自由操单项
决赛，泪洒体操馆。

女子体操资格赛

湖南队
“多点开花”

“
桨谁动了张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