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9月6日的全运会女子500米
单人皮艇决赛，我省名将周玉以
较大的领先优势卫冕，实现了她
在该项目的———

津榜题名

长头发，短头发
周倜

走出赛场的周倩， 在混采区抱着我忍
住了泪水。这枚金牌于她而言，百感交集。

第一次看到她， 是在南宁的全运会预
选赛。披肩的长发，粉色的指甲，让我觉得
这个女生“少女心”爆棚，怎么看也不像个
霸气的摔跤手。

周倩很健谈， 主动跟我聊起落选里约
奥运军团的那段时光。“有点遗憾” 成为当
时说得最多的几个字。

全运会前3个月，周倩不是在训练就是在比赛。开幕
前，我去摔跤馆探班。见到我的时候，她急着问我“剪了
短发美不美”，“洗头发麻烦”、“影响比赛， 对手会扯着
疼”成了挂在嘴边的理由。临走之前，她悄悄告诉我其实
是“削发明志”。

今天的决赛， 短发果然很适合她的风格： 果断、利
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夺得冠军的她飞奔过来，泪水在
打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动人。

（湖南日报天津9月6日电）

津日亮招

下期奖池：4191982211.19（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42 8 9 3
排列 5 17242 8 9 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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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4 09 11 22 27 30 09+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9662472 28987416

57974835797483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

9月6日，自由式摔跤女子75公斤级
决赛，我省28岁的老将周倩力克湖北选
手许晴，赢得自己的首枚全运会金牌。

“我的信念就是拼”

6比3，周倩赢了！比赛结束的那一
刻， 这位羞涩的汨罗姑娘霸气地举起
手，享受着夺冠的美妙滋味。

上届全运会，24岁的周倩决赛不敌
西藏选手西洛卓玛， 无缘金牌。4年磨一
剑，周倩卷土重来。这一次，她志在必得。

1分20秒，周倩率先进攻拿到2分。2
分30秒， 实力不俗的许晴扳回1分。僵
持、周旋，周倩又一次抓住对手的防守
漏洞，再取3分。

可夺冠之路从来都不是顺利的。最
后2分钟时， 许晴一个转身突然将周倩
压倒在地。处于劣势的周倩死死顶住对
手，慢慢变换身位的她突然发力，又将
对手摁在身下。最后30秒，双方战成6比
3，周倩顽强地压制着对手，没有再给对
方任何翻身机会。

“我的信念就是拼了！ 只要没被压
死，我就能赢！”谈到当时的僵局，赛后回
过神来的周倩说。她坦言，这枚金牌对她
而言，很重！备战全运会期间，控体重、治
伤病成为常态， 她学会了主动寻求心理
帮助改掉过于敏感的毛病， 也学会了更
加积极地思考每一个细节，“金牌背后，
是整个团队的努力，真的很重。”

“赢得不易，但实至名归。”湖南女子
摔跤队主教练毛利民感慨道。在他眼里，
周倩的冷静、 主动和必胜的信念是制胜
法宝。“我今天只跟倩倩说了‘以攻为主’
这4个字，因为我相信她有自己的判断。”

“让父母看到不一样的我”

周倩从小就是个体育“全才”。“篮
球、跳高、田径……我感觉就是学校体
育队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
周倩笑着说。2005年她被岳阳市体校看

中，与摔跤结缘，2009年入选省摔跤队。
“我运气好，练摔跤没多久就开始

出成绩。”周倩一脸谦虚。翻开履历，这
个姑娘不简单：2014年首次参加世锦赛
便获女子75公斤级铜牌，2016年收获世
锦赛亚军，2014年至2016年包揽全国比
赛冠军……她是国内目前女子75公斤
级水平最高的选手。

然而，2016年周倩在最后关头落选
里约军团。“那时候村里人都开始拉横
幅庆祝，结果最后关头落选了。”周倩回
忆道，无缘里约奥运会一度成为她的心

理阴影，回家休息的她想尽办法分散注
意力，“天天做家务，还做起了微商卖化
妆品，也不跟家人说话，只想让自己有
事情做。”

“那一个多月，我很消极。看到父母
的操劳，我也很心酸。”周倩说，那段时
间， 不善言辞的父母每天除了种地、做
饭，就是“应付”邻居的各种议论，“有一
瞬间突然觉得父母把这份难受憋得很
辛苦， 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到训练场，就
为了他们。”

里约奥运会后，周倩将目标瞄准天

津全运会。今年春节，她随队在攀枝花
冬训，没有回家。这次出征天津，她“要
求”父母安心待在家里，“我要用一枚金
牌，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我。”

如今心愿达成，得知女儿夺冠的他
们会有什么反应？“我爸说他在回家路
上，压根没看我比赛。我妈从上午10点
守着电视， 一直到下午5点也没找到直
播，只好做饭去了。我想，他们一定相信
我能带回一枚金牌。这枚金牌，有他们
的一半。”说到这里，她忍不住笑了。

（湖南日报天津9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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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首届体育旅游节
9月16日湘乡开幕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
解到，2017年湖南首届体育旅游节将于9月16、17日在湘乡水
府旅游区举行。

本次体育旅游节由湖南省体育局和湖南省旅发委联合
举办，湘乡市人民政府和省体育产业集团承办，湘潭水府示
范区、湘乡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湖南省体育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执行。活动设半程马拉松、公开水域游泳大赛、全民岛屿定
向越野比赛等三项体育赛事，以及动力伞、热气球、航模、水
上摩托艇等体育表演。此外，本次体育旅游节期间还将举行
体育旅游高峰论坛、篝火音乐节、美食嘉年华、帐篷夜宿等文
化休闲娱乐活动。记者了解到，组委会旨在通过举办以“体育
+旅游”为主题的大会，将举办地打造为南方体育旅游主题胜
地，推进我省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并促进定向越野、动力伞、
航模等新潮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展。

苏原平

连续三届全运会采访周玉，记
者深深感受到发自她内心的变化，
以及不变的品质。

2009年山东全运会 ，20岁的周
玉初生牛犊不怕虎，以微弱的优势
击败国家队核心钟红燕 。“我是新
人 ，我更年轻 ，我不怕她 ！”这是年
轻人的志气和锐气。

4年后的辽宁全运会， 已是中
国女子皮艇项目领军人物的周玉，
以绝对优势夺得200米和500米两
枚金牌 。“我怎么没听到拉拉队给
我加油呀？”比赛结束周玉一上岸，
就对着岸上的队友们嚷嚷。她也大
大咧咧地对记者说 ：“我要划到40
岁， 生了孩子还要回来划！” 言语
间， 无不张扬着她的意气风发，和
舍我其谁的霸气。

本届全运会，28岁的周玉更加
成熟稳重，对记者讲述更多的是人

生感悟：“每一届（全运会）的感觉不
一样， 所经历的东西也不一样。”随
着年龄的增加、体能的下降，甚至伤
病的困扰， 运动员必然经历更多的
艰辛与坎坷。正是这些经历，练就了
周玉日臻成熟的心理， 磨炼了她宠
辱不惊的性格。

在她身上，记者感受到一个成熟
运动员不变的品质：比别人更努力。

运动生涯，永远是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 。美国NBA巨星科比 ，用凌
晨4点的洛杉矶激励自己： 要想成
功，必须付出远超常人的勤奋。周玉
正是通过总比别人更多的勤奋和
努力，开创了自己运动生涯的高峰。

一个运动员的成长， 变化的是
心理的日益成熟， 不变的是超乎常
人的勤奋和努力。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周倜

这是周玉第3次参加全运会。前两届全
运会， 周玉蝉联了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冠
军。

6日上午，天津海河吉兆桥段，一片寂
静。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决赛枪声一响，9支
皮艇如离弦之箭齐发。周玉很快就确定了优
势，刚刚划过250米，她就以0.48秒的领先优
势稳稳地冲在首位。比赛后半段，周玉的划
桨频率有些减缓， 但仍以1分51秒514的成
绩领先亚军、山东选手殷梦蝶0.608秒，实现
了她在这个项目的三连冠。

“今天发挥基本正常，但有的细节还需
做到更好。”赛后，周玉对自己的表现似乎并
不太满意。

28岁的周玉， 是中国女子皮艇项目的
领军人物。伦敦奥运会，周玉和吴亚男获得
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第4名， 这也是中国皮
划艇队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里约奥
运会，周玉以1分54秒994获得女子500米单
人皮艇第6名。

从里约热内卢回来，周玉随省皮划艇队

在常德柳叶湖水上运动基地集训，备战全运
会。 今年6月， 省皮划艇队移师天津宝坻训
练，提前适应全运会比赛环境。通过艰苦的
备战，周玉的能力有了提高。

“之前周玉的体能比较突出，现在她不
但体能好， 技术全面， 拉桨效果也比以前
强。” 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跃
龙介绍，周玉1分51秒514的成绩，比她在里
约奥运会快了将近3秒半，即使与匈牙利选
手科扎克1分52秒494的里约奥运会夺冠成
绩相比，也快了1秒。

“里约奥运会，周玉本来是去冲击奖牌
的。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舟马劳顿，周玉的时
差没有及时倒过来，状态没能调整好，所以
成绩不够理想，很可惜。”罗跃龙说。

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周玉又
回到皮艇上，开始新一轮的备战。“参加全运
会，每一届的感觉都不一样，所经历的东西
也不一样。”周玉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训练
时针对的内容不一样， 但有一样从没改变，
她训练时总比别人更努力、时间更长。

“有没有冲击全运会四连冠的打算？”面
对记者的问题，周玉笑着说：“先打好这届全
运会再说吧，我还有女子200米单人皮艇决
赛，明天还要放手一搏！”

（湖南日报天津9月6日电）

单项热度不减
跨省组队发力

湖南日报天津9月6日电 （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7日，
本届全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体育湘军有望“多点开
花”，在单项与跨省组队项目寻求新突破。

继6日勇夺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实现全运会“三连冠”
后，老将周玉将继续冲击女子200米单人皮艇冠军。如成功，她将
实现自己在全运会女子皮艇500米与200米的“双卫冕”。

黄瑰芬5日勇夺女子200米金牌，成为当晚田径赛场的最
大黑马。6日晚女子4×400米接力预赛中，黄瑰芬与队友童曾
欢，联合山东选手王欢、江苏选手潘高琴组队，以预赛第一的
成绩晋级7日晚的决赛，有望为我省再夺一金。此外，黄瑰芬
参与的联合组队，还晋级了女子4×100米决赛。

与此同时，羽毛球方面的跨省组队进展顺利。刚刚夺得
世锦赛女双金牌的贾一凡与“黄金搭档”陈清晨组成湘粤队，
包宜鑫与江苏选手汤金华组成苏湘队， 均顺利闯入7日的女
双半决赛。

7日还将进行体操各单项决赛。 商春松将角逐女子平衡
木和自由操项目， 这是她在本届全运会的最后两场比赛。被
誉为“跳马一哥”的屈瑞阳，已连续6年夺得全国跳马冠军。7
日的决赛，屈瑞阳有望向最高难度发出挑战，力争卫冕。

三连冠！

变与不变

� � � � 9月6日， 女子单人皮艇500米比赛中， 湖南运动员周玉摘得金牌。 图为周玉（前） 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津津乐道

笑傲跤场 ●记者手记

� � � � 9月6日， 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中， 湖南运动员商春松
获得第四名， 与奖牌无缘。 图为商春松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周倩在比
赛获胜后呐喊
庆祝。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刘湘两破亚洲纪录
宁泽涛50米自由泳卫冕

据新华社天津9月6日电 全运会游泳比赛6日见证了广
东名将刘湘一天两次改写亚洲纪录的高光时刻，河南名将宁
泽涛成功卫冕男子50米自由泳冠军；河北小将李冰洁实现女
子400、800和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大包揽。

在7月底结束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 刘湘在女子50
米自由泳决赛中以24秒58并列第六，当时已经创造个人最好
成绩，然而她自称并未达到个人最佳状态。6日上午的50米自
由泳预赛，刘湘以24秒32一举打破了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在
今年年初创造的亚洲纪录。半决赛中，刘湘再次刷新自己的
亚洲纪录，以24秒04的成绩晋级决赛，成为本次全运会首位
两次打破同一项目亚洲纪录的选手。

在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卫冕冠军宁泽涛遇到了上海
选手施扬的挑战，两人在比赛中一度难分高低，直到最后10
米宁泽涛才确立优势以22秒04夺冠，施扬和广西选手赵先建
排名二、三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