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董斌收获全运会金牌，场边一位特
殊观众非常高兴，她就是董斌的妻子邓
思静。“来的时候就没告诉他，一是怕打
扰他训练， 其次也是为了给他一个惊
喜！”

邓思静是9月2日到的天津，一直瞒着
董斌。董斌比赛时，邓思静坐在看台的一个
角落。怕被董斌看到，还特意躲在一个柱子
后面。后来，董斌的教练胡树森知道邓思静
来了，才把她叫了过去，和正在比赛的董斌
打了一个招呼。

“主要是怕影响他的训练和比赛。他
们专业运动员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都需
要非常专注。我们平时也几乎不交流他专
业的事情。这还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他的
比赛。”邓思静介绍。

2009年邓思静与董斌在一次朋友聚
会上认识，2015年10月走进了婚姻殿堂。

但从相识、相恋到结为夫妻，一年团聚的时
间最多一个月。

运动员的生活非常辛苦和单调，训
练、比赛占据了大部分的生活。董斌又更加
特殊一些，平时跟胡树森教练在广东训练，
每次大赛前则到北京做最后的备战。再加
上在全世界参加各种比赛，董斌在湖南的
日子少之又少。

对于董斌的工作特性， 邓思静表示：
“已经习惯了，毕竟这是董斌的事业，看到
他取得好成绩，我也开心。虽然董斌不是一
个浪漫的人，但他几乎每次出去比赛都会
给我带礼物。”

邓思静告诉记者，她是一家医院的护
士，工作也很忙，这次看完董斌的比赛，4日
上午就要回长沙工作，而董斌则继续跟队
留在天津。

两人的这一次团聚，真正待在一起的
时间仅有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

（湖南日报天津9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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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董斌夺冠， 对我省是个突破， 对
他本人更是突破。

虽然董斌在里约奥运会一跃惊人，
以17米58的成绩夺得铜牌 ， 创造了中
国田径的历史， 但他此前两次参加全
运会都没能突破17米， 与金牌无缘。

早在十几岁时， 董斌就在三级跳
远上展现了极强的天赋 。 2011年 ， 他
就跳过17米01， 但此后5年间每逢大赛
总是发挥失常。 伦敦奥运会， 仅以16
米75名列第10。 就像遭遇了一堵冲不
破的墙， 董斌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在高手云集的竞技场 ， 心态往往
决定状态。 没有一颗 “大心脏”， 就难
以专注做好眼前的事， 无法调动起自
己的最好状态。 伦敦田径世锦赛和本
届全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 名将
吕秀芝均因犯规被罚出场。 心态上的
急躁， 是导致她技术变形连续被判犯
规的主要原因。

一位哲人说： “要么你去驾驭生
命， 要么生命驾驭你。 你的心态决定
谁是坐骑， 谁是骑士。” 影响人生的绝
不是环境 ， 也不是遭遇 ， 而是心态 。
拥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拥有什么样的
状态。 心态决定状态， 状态决定成败。

董斌之所以在 2016年迎来爆发 ，
就在于他经过外教亨廷顿和名帅胡树
森的锻造， 在心态和技术上获得调整
与突破。 练就了一颗 “大心脏”， 即使
在世锦赛前受伤， 董斌依然及时恢复，
从容地拿下这枚奋斗了8年的金牌， 突
破自己的瓶颈。

在竞技场上， 摆正心态和磨练技
术同样重要。 吕秀芝只有迈过这道坎，
才能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 同样 ，
大器晚成的董斌只有保持住平和心态，
不断拼搏， 永不放弃， 才能继续创造
属于中国田径的奇迹。

津津乐道

心态决定状态
苏原平

� � � � 湖南日报天津9月3日电 （特派
记者 周倜 王亮 ）今晚进行的全运
会女子体操团体决赛中，湖南队以
211.235的总分排名第四， 无缘奖
牌。广东队以216.000收获冠军，北
京、上海分获第二、三名。

以预赛第五的成绩闯进决赛的湖
南队，今天派出商春松、谭佳薪、王涔
郁、谢玉芬、陈小青、罗友涓6名选手，前
4名为国家队成员。比赛按照平衡木、自
由操、跳马和高低杠的顺序进行。

全运会预选赛中，湖南队曾经失
误频频。今天的决赛，湖南姑娘们的
失误次数明显减少，除了王涔郁从平
衡木上掉下器械外，其余选手都正常

发挥。
然而， 今天难住她们的不是失

误，而是核心人物商春松的“状况”。
第二轮自由操本是商春松的强项，然
而比赛前的热身活动中， 她突发抽
筋，无法继续比赛，只得临时换上谭
佳薪。 此时， 湖南队一度落后至第6
名。

“没想到真的出了意外。看来体
能还是受到了影响。” 省体操队领队
张硕告诉记者，在今天下午的赛前训
练， 商春松就曾出现痉挛等不适症
状， 采取紧急措施后依然坚持上场，
但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 短暂休息
后，作为核心的商春松虽然依旧回到

赛场， 进行最后一项高低杠的比赛，
但受抽筋影响出现失误，无法帮助队
伍保住铜牌。

赛后， 商春松失落之余更多的是
疲惫。结束女子团体决赛后，商春松的
个人单项奖牌争夺战将全面打响。这
位被誉为“金刚葫芦娃”的湘西妹子在
个人全能、自由操、高低杠、平衡木上
都具备夺金实力。9月5日，商春松将首
先亮相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场， 向卫冕
发起挑战。

张硕告诉记者，今天的意外不会
对接下来的比赛产生太多影响，“距
离比赛还有一天半的时间，松松的恢
复难度应该不会太大。”

商春松自由操突发状况

湖南体操队无缘女团奖牌

� � � �湖南日报天津9月3日电（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今
天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几乎是世锦赛的翻版，卫冕冠
军吕秀芝在距离终点还有5公里时因技术犯规被罚出场，
新科世锦赛冠军杨家玉以1小时28分29秒夺冠。

就在8月的伦敦田径世锦赛上， 寄予厚望的吕秀芝在
终点线前20米被罚出场， 好在21岁的小将杨家玉站了出
来，以1秒的优势惊险战胜墨西哥名将冈萨雷斯获得冠军。

本届全运会，吕秀芝卷土重来，希望用金牌重新证明
自己，但是世锦赛的一幕再次上演。赛后，教练张阜新表
示，吕秀芝连续犯规被罚下，说明她在技术动作细节方面
存在不足。此外，心态上的急躁导致了她技术变形连续被
判犯规。 相反， 杨家玉再次凭借出色的技术和稳定的发
挥，站上全运会最高领奖台。如果说杨家玉在世锦赛上是
“黑马”爆冷，那么在全运会夺冠则是实至名归。

一个月内连续夺得世锦赛和全运会冠军， 杨家玉信
心满满。她说：“这两个冠军将激励我更加努力地训练，毕
竟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接下来，我还要好好训练，
提高身体素质。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下届田径世锦赛和
2020年东京奥运会。”

竞走名将刘虹成就个人大满贯逐渐隐退赛场后，小
将杨家玉已经走上前台，扛起中国女子竞走这面大旗。

世锦赛一幕重演

杨家玉扛起竞走大旗

� � � �湖南日报天津9月3日电 （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第三次参加全运会的董
斌，今晚终于梦圆。这名衡阳伢子在全运
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以17米23的成绩
夺冠。从2009年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第
五，到上届全运会屈居亚军，再到这次
如愿加冕，董斌终于实现了个人全运之
旅完美的“三级跳”。

这是我省在本届全运会田径项目中
的首枚金牌， 也是2009年山东全运会刘
春花在女子标枪夺冠后，我省在全运会赛
场上收获的又一枚田径金牌。

赛后， 董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要感谢两位对手的发挥。 两位对手
发挥得非常好，刺激出我的好状态。”

比赛中，董斌第一跳犯规，不过第
二跳进入状态，跳出17米11，名次升为
第一。随后出场的辽宁选手朱亚明和河

北选手曹硕也不示弱，分别跳出17米23
和17米22。 受到两位国家队队友的刺
激，董斌第三跳再次提高成绩，达到17
米23，追回到第一。接下来，董斌又在第
5次试跳中跳出17米15， 朱亚明和曹硕
均未能超过第二跳的成绩。最终，董斌
和朱亚明均跳出17米23，董斌凭借自己
的第二好成绩17米15高于朱亚明的17
米08，成功拿到这枚宝贵的田径金牌。

收获这枚金牌， 董斌很幸运也很不
容易， 因为他一直有伤在身。8月初进行
的伦敦田径世锦赛， 董斌就因伤无奈退
出。 董斌的队医向记者透露：“董斌是一
名老队员，恢复起来非常慢。本届全运会
前一周， 他才刚刚恢复到可以进行专项
训练的地步。今天的金牌太不容易了。”

2009年， 初出茅庐的董斌在第十
一届全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 以16

米65获得第5名。 2013年辽宁全运会，董
斌在与曹硕的较量中失利，遗憾摘银。随
后2014年仁川亚运会， 他又一次与金牌
擦肩而过。连续两次失利，一度让董斌萌
生退意，不过从2015年开始，董斌换了教
练，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训练理念、技术
全面升级，从而迎来爆发。

拿到全运会冠军，董斌下一个目标
是什么？董斌表示：“我还没想到东京奥
运会，希望在下一次比赛中能把17米58
变成17米60， 打破亚洲纪录。” 去年的
里约奥运会上，董斌跳出17米58，创造
自己个人最好成绩，并收获一枚宝贵的
铜牌。但距离亚洲纪录17米59仅1厘米，
成了他心头的一大遗憾。

全运之旅“三级跳”

衡阳伢子董斌终圆梦！

津日亮招

� � � � 湖南日报天津9月3日电 （特派记者 周倜 王亮）赛
程过半，热情不减。9月4日，水陆两战场的“速度与激情”
成为看点。

3日上午的女子单人皮艇500米预赛， 周玉以1分55
秒20的成绩排名小组赛第二，毫无悬念地闯入决赛。4日
11时， 她将继续发力， 亮相女子单人皮艇200米预赛现
场。

上届全运会， 周玉斩获女子200米、500米单人皮艇
两枚金牌。本届全运会预选赛，周玉在这两个项目再拔头
筹，再次扛起皮划艇湘军的夺金“大梁”。这位被网友称为
“水上飞”的老将，将向卫冕双金发起挑战。

4日最火的水上战场，无疑是泳池中的“飞鱼之战”。
宁泽涛将亮相晚上18时39分的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
开启卫冕之战。

男子800米自由泳首次进入全运会， 孙杨是该项目
世锦赛三连冠得主，毫无疑问剑指金牌。

“陆地”战场，湖南妹子康亚欲开启“闪电模式”。3日
结束的女子100米栏预赛， 她以小组第一晋级决赛。4日
20时55分，全国锦标赛冠军的康亚，将再次奋力“起跑”。

此外，羽毛球双打比赛将全面打响。刚刚斩获羽毛球
世锦赛冠军的贾一凡将搭档包宜鑫， 亮相女子双打第一
轮比赛，柴飚将搭档张稳出征男子双打比赛。

水陆战场“速度与激情”

� � � � 9 月 3 日 ，
湖南选手董斌在
比赛中。 当天，
在天津举行的全
运会男子三级跳
远决赛中， 董斌
获得金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9月3日，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上海选手赵
婧获得女子1500米冠军，看台上的教练团队相拥欢呼。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董斌在跳出17.23米的成绩后做
出第一的手势。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9月3日， 福建队选手叶兵 （右） 在比赛中。
当日， 在天津东疆湾景区进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
帆船帆板项目男子RS:X级奥林匹克航线奖牌轮赛
中， 福建队选手叶兵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 � � � 9月3日， 浙江队选手叶诗文在赛后庆祝。
当日， 在天津进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游泳项目女子

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 浙江队选手叶诗文以2分10
秒91的成绩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 � � � 9月3日， 谢震业冲过终点后举手庆祝。 当天， 在
天津举行的男子100米决赛中， 来自浙江的运动员谢震
业以10秒04的成绩摘得金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下一个目标瞄准亚洲纪录

津榜题名

一年团聚时间最多一个月董斌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