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沈阳9月8日电 （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 全运会田径赛场最
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今晚进行，
世锦赛跑出10秒的张培萌众望所
归， 以10秒08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中
国第一飞人的实力。 他在赛后还透
露， “为了排除干扰， 我在赛前拒

绝了所有签名和合影的请求。”
在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后， 张培

萌难掩激动之情， 将外套都撕破了，

“为了这枚金牌， 我等了4年。 在我
最初的计划中， 今年世锦赛也是为
全运会打基础。 世锦赛之后， 我把

全运会看淡了。 可是到了全运会赛
场， 还是真的想拿冠军。 因为这可
以证明我是中国跑得最快的人！”

另一位名将苏炳添今天也表现
不错， 一直紧咬张培萌的他跑出了
10秒12的成绩。 浙江选手谢震业以
10秒32获第3名。

10秒08 张培萌称雄飞人大战

◎ 责任编辑 蔡矜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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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省份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山东 49.5 35 33 117.5
2 辽宁 36 28 32.5 96.5
3 广东 32.5 25.5 26 84
4 上海 31 33 27.5 91.5
5 浙江 29 14 23 66
6 江苏 26 26 26 78
7 北京 23 19 14 56
8 黑龙江 20 11 24 55
9 天津 18 9 6 33
10 福建 13 16 18 47
11 吉林 13 16 14 43
12 湖南 13 8 10 31
13 四川 12 18 21 51
14 山西 9 6 6 21
15 陕西 8 10 5 23

（截至9月9日零时）

比赛一波三折

男子56公斤级是中国男举的传
统强项， 向来人才济济。 北京奥运
会冠军龙清泉、 伦敦奥运会亚军吴
景彪， 以及我省25岁老将黎立志、
四川名将赵朝均等都身手不凡， 谁
都不敢说有必胜的把握。

抓举比赛， 龙清泉出师不利，
第一把成功举起130公斤后， 连续
两把试举135公斤失败。 大有力压
群雄之势的吴景彪开把就要了133
公斤， 但直到第3把才举起这一重
量， 最终领先黎立志2公斤， 领先龙
清泉3公斤。

出师不利的龙清泉， 将观众的
心悬了起来。 然而， 进入挺举比赛
后， 那个霸气十足、 笑容可掬的龙

清泉又回来了！ 第一把160公斤，
龙清泉轻松举起。 第二把， 龙清泉
将重量加到166公斤， 只见他抓杠、
挺杠、 举杠一气呵成， 举重馆顿时
沸腾了。 放下杠铃， 龙清泉吐了吐
舌头， 调皮地将两只手掌张开在双
耳边， 倾听全场观众的呼啸！

吴景彪却遭遇挺举“噩梦”， 第
三次才举起160公斤。 赵朝均也成
功举起166公斤， 以总成绩294公斤
升到第二。 最后一把， 龙清泉要了
170公斤， 赵朝均要了169公斤， 这
两个重量都超过土耳其神童穆特鲁
保持的168公斤世界纪录。

不过， 赵朝均没能举起169公
斤。 这样， 总成绩296公斤的龙清
泉实际上已经夺冠。 兴奋的他在后
场高高举起双拳庆祝。 赵朝均夺得
亚军， 我省名将黎立志与吴景彪的
总成绩同为293公斤， 凭借体重轻
的优势夺得铜牌。

剑指下届奥运

对“错过” 伦敦奥运会的龙清
泉来说， 这一战宣告23岁的他仍是
国内男子56公斤级的“王者”。 要
知道， 他是在放弃了最后一把挺举
的情况下赢得比赛的。

“赛前， 教练为我制定了3套方
案。 但是今天的竞争不是很强， 所
以我的抓举以130公斤开把。” 但
是， 龙清泉抓举135公斤时连续两
把失败， 令人揪心。 省举重队教练
贺益成认为， 这是他准备不充分，
抓举时手紧， 导致失利。

“我的抓举本来有优势的，但是后
面两把失利， 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
龙清泉表示， 落后时他倒轻松了，“这
时没想太多，只有放手一搏，拼了！”

“拼了！” 那个在北京奥运会夺
冠、 在山东全运会超土耳其神童穆

特鲁世界纪录的“中国举重天才”
又回来了！

要知道， 他的背后有着太多的
坎坷和艰辛。 山东全运会后， 龙清
泉深受伤病困扰， 进入两年的低迷。
2011年全国冠军赛， 他3次抓举失
败， 遭遇罕见的滑铁卢。 2012年奥
运会选拔赛不敌吴景彪， 无缘伦敦
奥运会。 面对种种打击， 龙清泉一
直坚守着梦想， “我还得继续努力，
为了奥运会， 我永远不会放弃。”

王者归来， 龙清泉只用“最近
练得狠， 也练得好” 这样简单的言
词来解释这一年来的进步。 “拿到
这枚金牌， 我很高兴。 接下来我会
准备参加今年的世锦赛， 并争取更
好的发挥。” 23岁的龙清泉没有退
役的打算， 因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参加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 再次站到冠军领奖台上。

（本报沈阳9月8日电）

虽然抓举只成功一把，且落后对手3公斤，我省名将龙清泉仍在挺举比赛中发挥出色，
最终以总成绩296公斤卫冕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冠军，宣告“错过”了伦敦奥运会的他———

王者归来

本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9月8日， 全运会体操项目进入最后一个
比赛日， 此前表现出色的湖南妹子商春松继
续“疯狂”表演，在自由操和平衡木上再夺1金
1铜，加冕“三金王”。这个成绩也追平了我省
体操名将凌洁在全国八运会上创造的3金纪
录。不过，凌洁的3金中有1枚是团体金牌，商
春松收获的都是个人项目金牌。

从2003年在永顺县开始练习体操，到
2006年进入省体操队，4年后入选国家队，商
春松的成长轨迹与队友并无异常之处。

那到底商春松是一个怎样的女孩， 她为
何能够在本届全运会上大放异彩， 独揽3金？
从她的父母、教练、队友那里，或许能够找到
原因。

队友谢玉芬：她是比赛型选手
商春松跟普通小女孩一样， 并不是外界

以为的那样淡定，私底下蛮好说话的，跟熟人
玩得特别开心。她的特点是技术能力好，同时
是个比赛型选手，无论做任何动作，都敢于发
力， 心理素质特别强， 这次取得这么好的成
绩，我们都为她高兴。

母亲黄友莲：她曾咬破教练裤子
商春松小时候特别开朗， 但自从练习体

操后，因为和家人聚少离多，性格才慢慢变得
沉默。 她练习体操比较晚， 刚开始时特别辛

苦。有一次，她的启蒙教练
黄卫为她踩腿拉筋，痛得她
一口咬在教练的腿上，把教
练的裤子都咬破了。我当时
很心疼孩子， 想让她放弃，
但她说，“老爸为了让我练
体操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能
打水漂呢？”

商春松今年能够大爆
发 ， 除 了 刻 苦 训 练 外 ，
2012年的亚锦赛非常关键。
夺得亚锦赛团体、 平衡木、 自由操3项冠军
后， 她一下子收获了信心。

省队教练凌洁：训练力求完美
商春松与其他孩子不一样， 性格特别坚

韧，能吃苦。像她们这种十六七岁，正是玩耍
的年纪，但商春松不贪玩。每次训练，能够做
到100分，她绝对不做到99分，每次的训练都
当作比赛，训练质量特别高。

因此， 虽然商春松的基本条件不一定比
其他孩子优越， 但凭借着对自己的高要求和
良好的心理素质，商春松迎来了这次大爆发。

奥运冠军熊倪：可当领军人物
商春松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队员，别

看是个小不点，但能力强，心理素质高。目前
在一批老队员纷纷退役的形势下， 中国体操
女队需要一个内心强大的领军人物。 目前看
来，商春松符合领军人物的气质。她的内心非
常淡定，在比赛中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透视
本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在短暂的几天采访中， 记者充分见识
了商春松的多面性。 发布会上， 她无邪懵
懂，天真可爱；私底下，有时会一言不发，有
时也会主动向记者透露她的小秘密。

但一踏上赛场， 她就立刻变得一丝不
苟，严肃认真。每一个落地，都铿锵有力；每一
个动作，都迅捷轻盈，仿佛每一场比赛都将是

最后一场。在宽广的比赛场地，她的身躯是如
此的娇小，但映射出的身影却无比强大。

“其实，我只是尽最大努力做好每一个
动作 。”而将每个动作都做好 ，背后又有着
多么艰辛的付出？

目标坚定，心态淡然，这个女孩不一般。
（本报大连9月8日电）

■记者手记

内心强大的商春松爆发了！ 图为她在自由操比赛中做
出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动作。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

依然是憨态可掬的微笑。
无论在举重台上气吞万里如虎，

还是走下领奖台接受采访，龙清泉藏
不住的是笑容，是微笑中稍眯的双眼
和微露的一对小虎牙。

但在微笑的背后， 有着太多的坎
坷和艰辛，凝聚着太多的坚持和信念。

龙清泉年少成名， 早在5年前的
北京奥运会，就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
一位90后奥运冠军。1年后的山东全
运会， 龙清泉又以挺举169公斤将土
耳其“举重神童”穆特鲁保持8年之久
的世界纪录甩在了身后。

然而，意想不到的伤病却要拖住
他前进的步伐。 从2010年到现在，龙
清泉一直没有放弃，这位倔强的年轻
人一直与肩伤赛跑， 与意志较量，与
命运搏斗。

无论是在2011年全国冠军赛3次

抓举失败，遭遇罕见的滑铁卢；还是在
2012年选拔赛不敌吴景彪， 无缘伦敦
奥运会。 龙清泉依然没有丢下开朗率
真的笑容，依然顽强地坚持，勇敢地挺
过。 他的一句 “为了举重梦想永不放
弃”，彰显了湖南人的蛮劲和霸气。

追求梦想，永不放弃！是这位湘
西小伙子的战斗宣言，也是湖南体育
人的不变本色。

正是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 练
就了他日臻成熟的心理， 磨炼了他
宠辱不惊的性格，塑就了他追逐梦想
的翅膀。

台湾作家刘墉曾说过，我们一生
的幸福不是因为有太多快乐，而是因
为有太多苦难。将信念融入每一滴血
液，将磨难在记忆中升华，龙清泉的
微笑成为强者的最美标签。

本届全运会只是龙清泉梦想的
新起点，3年后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才是他厚积薄发的战场。

强者的微笑
苏原平

本报锦州9月8日电 （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全运会羽毛球比赛今
天继续进行， 我省运动员鲍春来/夏
欢、田卿/包宜鑫表现出色，分别在混
双和女双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闯入
8强。

鲍春来/夏欢昨天以2比0轻取江
苏组合， 今天面对广东组合张志君/
李意，以2比0战胜对手，但比赛过程
并不容易。鲍春来赛后表示，“今天的

对手比昨天的强，但我们准备得比较
充分，心态也比较好，所以还是顺利
拿下。”

作为我省羽毛球队冲击奖牌最
有希望的组合， 田卿/包宜鑫在今天
的女双比赛中表现稳定，以两个21比
11战胜福建选手蔡佳妮/王秦丹青。

同时， 柴飚/包宜鑫也以2比0战
胜辽宁选手，晋级混双8强，小将张稳
则搭档潘江陆海进入男双下一轮。

鲍春来晋级混双8强

笑容可掬的龙清泉回来了！ 图为他在比赛结束后做出各种表情， 向观众致意。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三金王”

这个女孩不一般

本报沈阳9月8日电 （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我省运动员在今天的
全运会体操和举重项目中集体“爆
发”，夺得4金1银3铜的好成绩。全运
会已经进入尾声，还剩下的4个比赛
日， 我省选手也许还能收获4至6枚
金牌，但再进全国十强形势严峻。

目前， 我省以13金8银10铜暂
列全运会奖牌榜第12位。 在还剩下
的4个比赛日， 我省运动员将在田
径、 皮划艇、 游泳、 羽毛球等项目
上向金牌发起新一轮的冲击。

全运会的田径比赛已经全面打
响， 我省运动员刘春花、 蒋艳飞、
董斌将冲击女子标枪、 跳远和男子
三级跳远金牌。 作为我省田径项目
上最有力的竞争者， 卫冕冠军刘春
花将在9日亮相标枪赛场。 从8年前
第十届全运会的第7名， 到4年前第
十一届全运会的冠军， 刘春花一步
一个脚印， 本届全运会她将全力实
现卫冕。 21岁小将蒋艳飞， 是我省
田径项目的后起之秀。 2011年第7
届城运会， 她获得女子跳远第3名。
此后， 她进步神速， 今年的全国室
内田径锦标赛和全国田径冠军赛，
她都斩获冠军。 9日晚， 第一次参加
全运会的她， 期待着一鸣惊人。 25
岁的董斌近年来竞技水平提高很快，
2011年全国田径冠军赛男子三级跳
远决赛， 他以17米05的成绩夺冠，
成为新科全国冠军。 今年3月， 董斌
以17米16的成绩夺魁全国田径室内
锦标赛， 打破了由哈萨克斯坦萨凯
尔钦保持了20年的室内亚洲纪录。
10日晚， 董斌将向自己的第一枚全

运会金牌发起强力冲击。
皮划艇项目， 我省名将周玉将

参加3个项目的角逐。 周玉是上届全
运会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冠军， 是
广州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 也是我
国女子单人皮艇项目的佼佼者。 10
日， 她将参加女子单人皮艇500米
角逐， 并与队友张红搭档， 出战女
子双人皮艇500米比赛。 11日， 她
将冲击女子单人皮艇200米金牌。

游泳赛场， 我省名将李玄旭、
黄朝升虽然没能在400米个人混合
泳项目上成功卫冕， 但小将杨之贤
以破全国纪录的成绩夺得男子400
米个人混合泳亚军， 让人眼前一亮。
9日晚， 杨之贤将在男子200米个人
混合泳决赛中再次证明自己。 此外，
李玄旭、 廖雅丽还将分别出战女子
800米自由泳、 200米仰泳比赛。

羽毛球比赛， 田卿/包宜鑫、 鲍
春来/夏欢将分别在女双和混双比赛
中， 为湖南羽毛球夺取佳绩。

从目前形势来看， 我省运动员
还有望在皮划艇、 田径、 羽毛球项
目上夺得4至6枚金牌。 如果实现这
个目标， 本届全运会， 我省将获得
17至19枚金牌。

目前， 天津以18金暂居全运会
奖牌榜第9位。 我省与福建、 吉林都
是13金， 四川也有12金， 将成为争
夺全运会奖牌榜第10名的激烈竞争
者。 作为第二集团， 我省与福建、
吉林、 四川角逐全国十强的最后一
把交椅， 形势非常严峻。 要实现再
进全国十强目标， 我省运动员在最
后4天的比赛中， 不能有任何闪失。

全运会进入尾声

体育湘军还能夺几金

9月8日， 湘妹子商春
松继续“疯狂”表演，在自由
操和平衡木上再夺1金1
铜，并追平了我省体操名将
凌洁在全国八运会上创造
的3金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