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80个集体和60人
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

湖南日报天津8月28日电 （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天
津全运会开幕之际， 我省共有80个集体和60人获得2013—
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常德市文体广新局、 省龙舟协会、 湖南师大附中等80个单
位获得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株洲
市文体广新局局长杨小幼、 省棋类协会秘书长罗立新、 湘潭市
文体广新局群体科长文彬等60人获得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此外， 我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体育学校等单位
还获得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单位， 怀化市文体广新局局长姚团
等人获得全国体育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近年来， 我省全民健身事业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老百
姓享受到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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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228046475.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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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33 1 8 7
排列 5 17233 1 8 7 4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00 02 05 18 19 31 01+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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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0

津津乐道

苏原平

28日的5场赛艇决赛，冠军全被“跨省组队”包揽。“跨省
组队”，成为全运会的一大热点。

和往届全运会相比，今年天津全运会的改革力度之大，堪称
前所未有。其中，允许“跨省组队”就是系列改革举措的亮点之一。

所谓“跨省组队”，是指在部分4人以下（含4人）项目上，允
许跨单位组队参赛，这项改革措施涉及游泳、田径、羽毛球、乒
乓球、皮划艇、赛艇、网球、排球等10个大项49个小项。

里约奥运会，中国军团的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而2020年
东京奥运会对中国来说，又是一届颇具重要性、影响深远的奥
运会。本届全运会制定“跨省组队”等新规，就是服务于备战东
京奥运会的整体战略。

在全运会上，“跨省组队”打破了地区壁垒。通过鼓励各省
市在技战术配合类项目合作组队参赛， 更能确保国家队运动
员训练的系统性，有效提高奥运会备战工作的质量和效益。

正是在这一新规的鼓励下，各省市充分调动、利用各自资源和
优势跨省合作，强强联合，实现共赢。另一方面，也给了更多有实力
的运动员参赛机会，从而选拔出更强阵容，为奥运会做好准备。

我省名将张亮、伊绪帝与广东、辽宁选手跨省组队，具备
了国内男子赛艇四人双桨项目的绝对实力。全运会结束后，他
们就在天津参加国家队集训，准备10月在美国举行的世锦赛。
同时，他们也将成为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生力军。

“跨省组队”改变了这些项目的竞争格局，在增加更多看
点和悬念的同时，不仅让比赛更加精彩、更值得期待，也为奥
运备战探索新路径。

“跨省组队”更精彩
力夺湖南赛会首金

老将张亮领衔的湖南赛艇队，在男
子四人双桨决赛中一马当先。到达半程
时，湖南队领先第二名广东队2秒。还剩
最后500米时， 他们已将领先优势扩大
到4秒，最终以5分43秒25的成绩轻松夺
冠。这也是湖南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赛
会期间的首枚金牌。

今年30岁的张亮是国内单人双桨
项目的领军人物。山东全运会，他是男
子单人双桨和双人双桨的双料冠军。辽
宁全运会， 他蝉联男子单人双桨金牌，
但在双人双桨决赛中船桨意外损坏，退
出了冠军的争夺。

“上届全运会，由于船桨损坏，我丢
掉了双人双桨金牌。这届全运会，我不会
再犯这种错误了。”张亮告诉记者，他一
直铆足劲，更加努力训练，始终保持着国
内单人双桨项目的最好成绩。

但是， 本届全运会进行了项目调整，
取消了男子单人双桨项目。“单人项目没
了，我没有气馁，要在其他项目上寻求突
破。”张亮说，他与队友伊绪帝以及广东选
手张全、辽宁选手刘志宇联合组队，参加四
人双桨项目。经过1年多的磨合训练，他领
衔的这条艇成为国内最强。此外，他还与刘
治宇合作，全力冲击男子双人双桨金牌。

这条冠军赛艇上，24岁的伊绪帝是
我省的后起之秀。 省水上运动中心主任
罗跃龙介绍，2009年， 湘潭市体育局从
山东引进了优秀苗子伊绪帝。近年来，伊
绪帝进步很快， 去年全国锦标赛夺得男
子四人双桨金牌。 在备战全运会男子四
人双桨项目时，他以更好的竞技水平，取

代了我省另一位赛艇名将史志强。 全运
会上， 伊绪帝不负众望， 如愿夺冠。30
日，伊绪帝将搭档广东选手张全，出战男
子双人双桨决赛。

拼尽全力展现实力

在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决赛中，卫
冕冠军李树文/贾明亮/梁明阳/关洪峰
仅以0.34秒的微弱差距不敌山东队，屈
居亚军。 湖南选手张志瑜与三位辽宁队
选手组成的艇以6分01秒92获得铜牌。

决赛中， 湖南队在最后500米时落
后对手3秒多。冲刺阶段，湖南小伙子拼
尽全力，将距离一点一点缩短，但到达终
点时仍然落后0.34秒。由于拼得太狠，关
洪峰在冲过终点线后虚脱了。 颁奖仪式
上，他在队友的搀扶下领奖。

“虽然没能卫冕有点遗憾，但我们的
小伙子已经拼尽全力， 发挥出了自己的

水平。”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表示，山东
队与浙江、贵州选手强强联合，已经达到
国内最强实力， 他们的夺冠也在意料之
中，只是没想到领先优势这么微弱。

本届全运会， 国家体育总局鼓励双
人及以上项目跨省联合组队。今天的5场
赛艇决赛，冠军全被联合组队包揽。熊倪
介绍，在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项目上，省
体育局也考虑过跨省组队， 形成更强的
实力。但是跨省组队也存在各种问题，比
如运动员之间的磨合、 各省市的训练安
排等。

熊倪说：“虽然我们没能超越联合组
队的山东队， 但这场比赛依然展示了湖
南运动员的实力， 展示了湖湘健儿敢打
硬仗的拼搏精神。”

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 我省奥运
会参赛选手王宇微与三名河南选手组
队，以6分20秒15的成绩夺得银牌。

（湖南日报天津8月28日电）

老将新秀一骑绝尘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 � � �全运会赛艇决赛28日在天津海河吉兆桥段全面展开。
在首日的比赛中，湖南选手收获1金2银1铜———

� � � � 8月28日，
夺得全运会赛
艇男子四人双
桨的冠军后，湖
南队（蓝）队员
举起第一的手
势庆祝。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赛会首日力夺3金

体育湘军“开门红”
湖南日报天津8月28日电 （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天

津全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我省运动员集体“大爆发”，在
赛艇、女子举重项目上夺得3金2银1铜。

在天津海河吉兆桥段， 老将张亮领衔的湖南赛艇队在男
子四人双桨决赛中一马当先，以5分43秒25的成绩轻松夺冠。
这也是湖南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赛会期间的首枚金牌。

滨海新区大港体育馆，见证了“湖南力量”。首先进行的女
子举重48公斤级比赛，我省小将侯志慧以208公斤的总成绩，
夺得自己的首枚全运会金牌。而在4个月前的预选赛，她还深
受里约奥运会临阵替换的打击。这次爆发，是她人生的一次凤
凰涅槃。随后进行的女子举重53公斤级比赛，湘妹子廖秋云让
观众坐了一回过山车。廖秋云在抓举成绩只有95公斤，总成
绩落后卫冕冠军、广东选手黎雅君6公斤的情况下，第二把挺
举将重量一下子提高了7公斤，并稳稳举过头顶，以一种不可
思议的方式和222公斤的总成绩，夺得这枚金牌。

此外，在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决赛中，我省卫冕冠军李树文/
贾明亮/梁明阳/关洪峰仅以0.34秒的微弱差距不敌山东队，屈居
亚军。湖南选手张志瑜与3位辽宁队选手组队，以6分01秒92获得
该项目铜牌。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我省奥运会参赛选手王宇
微与3名河南选手组队，以6分20秒15的成绩夺得银牌。

� � � �“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一把举的是
127公斤！走下举重台之后，才知道。”领
完奖， 永州姑娘廖秋云依然一脸懵状，
对自己的这枚金牌感到不可思议。

8月28日晚， 天津全运会女子举
重53公斤级比赛中，廖秋云在抓举成
绩只有95公斤， 总成绩落后卫冕冠
军、广东选手黎雅君6公斤的情况下，
第二把挺举成功将127公斤的重量举
起，最终以总成绩222公斤夺得冠军。

廖秋云拿到这枚金牌的确非常
意外、非常戏剧。

22岁的廖秋云，近两年开始崭露

头角。2015年首届全国青运会， 她以
216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女子举重53公
斤级金牌。去年10月，她又收获全国
女子举重冠军赛金牌。

不过，由于国内女子53公斤级高手
众多，本届全运会省举重队对她并没有
太多要求。 廖秋云的教练毛角赛后说：
“举重队对廖秋云的目标设定为前3名。
当抓举只成功一把，成绩停留在95公斤
时，一度将她的目标降低到前6名。”

不过，随着廖秋云第一把挺举成
功举起120公斤， 总成绩达到第3名
时，省举重队的教练们冒出一个大胆
的想法。 毛角说：“当时已经确定第3
名了， 我们几个教练就商量了一下，
把重量一下子提高7公斤， 冲一下。”

廖秋云告诉记者，她只在训练中举起
过127公斤，但最近几个月，她的挺举
最好成绩是126公斤。

当时，走上举重台的廖秋云还以为
自己举的重量是原定的122公斤， 冲击
银牌。“没感到重量有什么差异，完全沉
浸在比赛中。”廖秋云说。就在这种不知
情的情况下， 廖秋云成功举起了127公
斤的重量， 创造了自己挺举的最好成
绩，首次参加全运会就拿到金牌。

毛角表示，本届全运会前，廖秋
云训练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挺举成
绩保持在123公斤到126公斤之间，
“从这个角度上说， 廖秋云举起这个
重量并不意外，但拿到冠军真的很意
外！” （湖南日报天津8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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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赛场

� � � � 8月28日， 在天津进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手球决赛
中,� 江苏队以23比13战胜山东队，获得冠军。当天正值七夕，
江苏队球员王杰缘在江苏队颁奖典礼后向女友求婚成功。图
为王杰缘（中左）求婚成功后举起女友的手。 新华社发

� � � � 8月28日，第十三届全运会排球女子
成年组决赛中， 江苏队以3比0战胜上海
队，夺得冠军。图为江苏队球员惠若琪在
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真不知道举的是127公斤！
廖秋云最后一举逆转夺金：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 � � �“现在当然是释放了，爽！”一句
“爽”，侯志慧喊得解气。

2016年，已入选里约奥运会的她在开
幕前5天被突然替换， 这个打击对她来说，
实在是太大。她，也被压抑了太久。

今年4月的全运会女子举重预选赛，
侯志慧告诉记者，提到里约奥运会时依然
会“心中一揪”。预选赛上，侯志慧的成绩仅
为190公斤，排名第10。她对记者苦笑道：
“可能你不相信，但这就是我目前的水平。”

尽管这个成绩不够理想， 但至少
让她拿到全运会入场券， 也让她走上
正轨。“领导、教练、家人一直都在鼓励
我， 自己也憋着一股劲， 想要证明自

己。”预选赛结束后，侯志慧发了一条朋
友圈：“大冒险，赌一赌，说不定就赢了。
坚信一定会的！”

打开心结， 找回自信， 锁定目标，
2015年横空出世的侯志慧又回来了！

首次站在全运会赛场，尽管侯志慧
的第三把抓举因右臂没挺住，成绩停在
了第二把的93公斤，但她未受影响，在
挺举中连续成功举起113公斤和115公
斤，一举反超福建选手张容，并以208
公斤的成绩夺冠。

现在， 侯志慧是湖南师范大学体育
学院2017级新生。 她说： “我的下一个
目标， 就是当好学生， 参加东京奥运会。”

里约被替换， 大半年都缓不过来

背后的心结

� � � � 本届全运会进行多项改革， 其中
一项就是教练员与获奖运动员一起登
台领奖。侯志慧领奖时，站在她身边的
是我省著名举重教练周继红。

从侯志慧2015年的横空出世，到
2016年跌入谷底， 再到本届全运会的凤
凰涅槃， 周继红见证了侯志慧的起起落
落，也是侯志慧浴火重生的关键。

周继红既是侯志慧的教练， 还是
她的心理医生和家长。

里约奥运会后， 深受打击的侯志慧

放了一两个月的假。恢复训练后，状态并
不好，因此冬训练得很苦。周继红一直守
在她的身边，过年也没有休息。

“里约奥运会被替换，对侯志慧的打
击太大了。我只能先对她做心理安抚，训练
要慢慢来。”周继红介绍，直到侯志慧通过
预选赛，才慢慢提升她的训练量。

说起近一年如何调整心态、 状态
时， 侯志慧反复提到：“非常感谢周教
练，是她不断地鼓励我、开导我，盯我的
训练、治疗，也带我放松休息。”

过年没休息， 既是教练也是家长

背后的教练

� � � �本届全运会成功登顶， 侯志慧克服了
里约心魔，也克服了身体的病痛。“其实我的
伤病一直没好全，全运会就是拼了，憋着一
股劲呢！”侯志慧说。

2016年7月， 侯志慧在国家队训练时
膝部受伤。周继红介绍，侯志慧的膝部是长
期的损伤，半月板也有磨损，只能通过强化
膝盖附近的肌肉群来保护，平时要注意保
养。因此每次训练、比赛后，队医都在第一
时间为她进行膝部放松和治疗。

对于侯志慧的伤病， 省体育局和举
重队都非常重视，采取多种治疗手段。侯

志慧笑道：“治病真的费了很大功夫，中
医、西医，理疗、针灸，能用的都用了。”

对于膝部治疗，侯志慧一句带过，言
语轻松，但实际治疗常人难以想象。

周继红告诉记者， 每次治疗对侯志
慧都非常痛苦， 以至于有时侯志慧看见
医生都害怕。“当侯志慧抵触治疗时，我
就鼓励她。她也非常坚强，想要重新证明
自己，还是挺了过来。”周继红说。

（湖南日报天津8月28日电）

多种治疗手段，看见医生都害怕

背后的伤病

� � � � 8月28日，侯志慧以总成绩208公斤，夺得全运会女子举
重48公斤级金牌。而在4个月前的预选赛，深受里约奥运会临
阵替换打击的她，成绩仅为190公斤———

津榜题名

� � � �图为侯志慧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