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苏原平

� � � � �“计划是3枚金牌， 在龙清泉没
有参赛的情况下， 我们拿到4金， 超
额完成目标！” 回顾湖南举重队的表
现， 周均甫兴奋依然。

本届全运会举重设15枚金牌， 近
30支队伍参赛， 举重湘军最终拿到4
枚， 位列所有参赛队之首。 湖南代表
团在本届全运会竞技项目上拿到14
金， 分布在6个大项上， 举重项目的4
金与田径同为最高。

成绩出色， 周均甫认为， 首先是
省体育局领导的重视、 教练队伍的敬
业以及队员的拼搏， 其次一个关键是
里约奥运会后， 省举重队及时做了总
结。 “里约奥运会湖南举重拿到两块

金牌， 成绩不错， 但也出现了谌利军
因伤退赛的失误。 我们回来后立即开
会总结， 本届全运会做足了各种细节
工作。”

比赛中， 我省大部分举重选手没
有失误， 充分发挥应有实力。 尤其是
里约奥运会上因抽筋遗憾退赛的谌利
军， 他在放弃一把的情况下， 5次试
举全部成功， 轻松卫冕。

“细节决定成败。对于谌利军的比
赛，我们做了多种方案和预案。降体重
怎么降，营养怎么补充，万一抽筋又如
何。”周均甫说道，“不止谌利军，所有
队员都做好充分准备和心理建设，为
取得好成绩打下坚实基础。”

奥运会后及时总结 全运会超额完成任务

人才储备女优于男 男子级别调整影响大
� � � � 全运会在奥运会后一年举行，是
新一轮奥运周期的开始。 举重湘军在
本届全运会上收获4金，为新周期开了
一个好头。

周均甫介绍，湖南女举目前“人才
济济”，向艳梅、侯志慧、廖秋云以及张
旺丽等主力中，向艳梅年龄最大，但也
不过25岁，最小的侯志慧刚过20岁，加
上后备力量，未来4年大有可期。

相对女举雄厚的人才储备， 湖南
男举略显薄弱。

25岁的谌利军正处巅峰，2020年也
志在夺金，但龙清泉年龄偏大，其他年轻
选手尚未成熟。此外，东京奥运会男子举
重面临项目调整的可能， 这为湖南男举
未来4年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周均甫告诉记者，东京奥运会男子
举重很有可能减少一枚金牌， 各级别重
量也或将上调。“我省男举主要是小级
别，如调整不大，像56公斤级增加到57或
者58公斤级，风险还能控制，但增加的高
了，对龙清泉或者谌利军都不利。”

� � � �“相对于举重湘军竞技场上的发展，
我还盼望湖南举重能敢为人先， 投身全
民健身，走向老百姓。”对于未来湖南举
重的发展，周均甫有更长远的设想。

中国体育发展正处转型期， 国家
体育总局也在积极改革。 周均甫的期
待就是湖南举重协会能像中国足协、
篮协一样管办分离，进行实体化，然后
参照西方国家组建举重俱乐部， 让举
重融入到全民健身。

我国举重发展主要围绕竞技举重，
民间几乎没有练习举重的组织，老百姓
对举重也有“个子长不高”、“发展没前
途”等刻板印象。对此，周均甫介绍，“在
很多国家， 举重就是一项大众运动，练

习的人很多。举重运动员，是有力量的
象征，很受崇拜。我国全民健身大潮刚
刚掀起，民众接触、了解的健身项目也
越来越多，相信举重能够获得认可。”

尽管举重目前在中国并非大众项
目， 群众基础、 商业认知度都相对薄
弱， 周均甫还是对举重的大众化和市
场化充满自信:“多年来湖南举重成绩
优异，知名度高，也一直得到社会力量
的认可， 我省著名企业中联重科就是
省举重队的长期合作伙伴。” 他还透
露，未来会和中联重科展开更多合作。

“如举重能在湖南实现大众化，后
备人才就会不断涌现， 湖南举重也才
能真正的长盛不衰。”周均甫说道。

盼举重协会实体化 未来想组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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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我省竞技
类项目参赛人数和金牌、 奖牌数全面超
越上届全运会， 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
13至15枚金牌的目标任务， 创造我省参
加近5届全运会的最好成绩，继续保持第
二集团和中西部领先地位。”

�新秀挑起大梁
� � � �本届全运会， 老将发挥出很高的水
平。28岁的衡阳老将董斌，以17米23的成
绩问鼎男子三级跳远。 同样28岁的老将
周倩， 也在女子自由式摔跤75公斤级圆
了冠军梦。30岁的老将张亮，蝉联男子四
人双桨、双人双桨两枚赛艇金牌。25岁的
奥运冠军向艳梅， 也在女子举重69公斤
级夺得个人首枚全运会金牌。

新秀一鸣惊人， 则是我省在本届全
运会的最大收获。 20岁的娄底小将黄瑰
芬， 以23秒24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冠

军， 她还和队友童曾欢以及外省运动员
联合组队， 夺得女子4×100米、 4×
400米金牌。 一人独得3枚金牌， “黑
马” 黄瑰芬成为我省唯一的“三冠王”。
女子柔道48公斤级的熊瑶、 女子举重48
公斤级的侯志慧、 53公斤级的廖秋云
等， 都是首次参加全运会便夺得金牌。
收获银牌的跆拳道选手骆宗诗、 羽毛球
选手贾一凡等新人， 不仅开始挑起大
梁， 同时也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重点运
动员。

李舜表示，“正是这些新人的涌现，
特别是以‘黑马’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黄瑰芬、童曾欢、骆宗诗、贾一凡等人，让
湖南竞技体育前景一片光明。”

�充实教练队伍
� � � �同时，我省体操、羽毛球、游泳、射击
等传统优势项目没有斩获金牌， 李舜表
示“遗憾”。他说：“这些项目是我省的传
统强项，现在优势不优、强项不强。也就

是说， 我省这些传统优势项目已经落后
了。”

体操是我省竞技体育的一面旗帜。
李小鹏退役后， 湖南体操进入一个相对
低潮期。辽宁全运会涌现出了商春松，湖
南体操打了个翻身仗。 但是培养一名优
秀运动员的周期长达8至9年， 后备人才
没有跟上，造成我省体操人才断档。

湖南羽毛球在唐九红、龚智超、龚睿
那以及罗毅刚、鲍春来之后，单打项目一
直缺乏尖子选手，导致团体、双打等集体
项目失去了优势。

李舜表示， 我省首先要加强后备人
才的选拔和培养， 完善后备人才梯队建
设， 为竞技体育发展增强后劲。“竞技体
育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教练和运动员，目
前我省体育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缺乏高
水平教练员。本届全运会，我省好几个项
目总是差那么一点火候， 这就需要经验
丰富的教练员添一把火。” 全运会后，我
省将加大从国内外引进高水平的优秀教

练员力度，充实教练员队伍。同时，还要
让年轻教练员走出去，学习世界新思路、
观念和方法。

�继续申办全运会
� � � �李舜表示， 我省要继续申办2025年
第15届全运会，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
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实现建设体育大
省、体育强省的奋斗目标。

我省竞技体育在项目上过于单薄。
本届全运会33个大项， 我省只参加了其
中16项， 还有一半项目我省没有运动员
参加。同时，参赛人数与湖北、四川等周
边省市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李舜表示：“我们要下大力气恢复和
组建足、篮、排三大球项目，特别是男、女
队和青年队都要抓。除此之外，我们还要
发展室内冰雪项目、射箭、击剑等适合湖
南人开展的项目。 通过扩充竞技体育项
目，扩大我们的夺金点。”

（湖南日报天津9月8日电）

战胜“魔鬼赛程”，实现羽球男单四连冠

“超级丹”，不简单！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

45分钟， 连下两城。 34岁的林丹实现了全运会羽毛球
男单四连冠。

9月8日上午的全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 “五朝元老”
林丹对阵21岁的江苏小将石宇奇。 与比自己年轻13岁的小
将相比， 直落两局取胜的林丹更像一个小伙子。

比赛没多久， 林丹便以11比4领先， 并轻松地以21比
12先下一城。 易边再战， 小将石宇奇依旧没有办法， 很快
以13比21再输一局， 不敌眼前的“老大哥”。

从8月22日世锦赛首轮到9月8日全运男单决战， 林丹
短短18天里打了两项大赛， 最终收获世锦赛亚军、 全运会
男团和男单冠军。 他在世锦赛出战6场比赛， 总共打了14
局。 全运会， 他在团体赛出战5场， 打了13局保持全胜，
帮助北京队收获男团冠军， 尔后经历4场用了11局拿下男
单冠军， 实现全运会男单四连冠。

从世锦赛“赶场” 全运会， 身兼北京队团体与单打夺
金重任， 这样的“魔鬼赛程” 并没有挡住这位老将的一路
高歌。 “我已打了20年的全运会。” 林丹感叹道。 2001
年， 初出茅庐的林丹在决赛中不敌湖南选手罗毅刚， 此后
从2005年到2017年， 实现全运会男单四连冠， 他创造了
中国羽坛的“不老神话”。

“我没有想到比赛过程会如此顺利， 事前我并没去想
四连冠， 今天的胜利是一场释放。” 被问及夺冠后最想干
什么， 林丹温情地说： “我想回家抱抱儿子。”

（湖南日报天津9月8日电）

晋级NBL季后赛半决赛

湖南金健米业队创最好成绩
湖南日报9月8日讯 （记者 王亮 ）9月5日，2017赛季

NBL（全国男子篮球联赛）首轮季后赛中，湖南金健米业队
客场123比102战胜洛阳中赫队， 大比分3比2成功晋级半决
赛。湖南金健米业队继首次晋级季后赛后，继续刷新球队建
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湖南金健米业队副董事长李胜今天接受采访表示：“季
后赛非常难打， 球队每一场都拼尽全力， 当作最后一场来
打。我为球队骄傲自豪。”

半决赛中，湖南金健米业将率先于9月10日在宁乡主场
迎战常规赛排名第3的陕西信达。

湖南金健米业队去年建队，今年就以常规赛第6的战绩
首次晋级季后赛。

� � � �本届全运会， 湖南
代表团共有487人参赛，
包括竞技类运动员266
名、群众体育运动员221
人 ， 收获16金20银19
铜， 其中竞技项目获得
14金11银9铜———

体育湘军
自我超越

� � � �举重湘军第十三届全运会收获4枚金牌， 位列各参
赛队之首。9月8日， 湖南举重队总教练周均甫接受记者
专访，谈出色战绩的背后及湖南举重的未来———

盼举重走进全民健身
“千年老二”作古
辽宁男篮“摘帽”

据新华社天津9月8日电 78比61， 辽宁男篮终于收获
了建队58年来的首个全国冠军！

8日， 面对建队以来首次挺进全运会决赛的新疆男篮，
由周琦、 郭艾伦领衔的辽宁男篮立足强大的内线优势和铁
血防守，凭借下半时的爆发战胜对手，夺得第十三届全运会
男子篮球成年组冠军。

辽宁队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激动地表
示：“这个全运会冠军对我们辽宁来说意义重大， 对我们全
省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等这个冠军时间太长了！58年来我们
没拿过冠军，只有无数的亚军和‘千年老二’的外号。今天，
我们终于把帽子摘了，实现了几代人的理想。”

新疆队同样创造了队史最佳战绩。本届全运会之前，新
疆队在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仅为第6名。本届比赛，以上赛
季CBA联赛冠军阵容为班底的新疆队在主教练郜树敏的带
领下，最终收获了一枚来之不易的银牌。

在铜牌争夺战中， 上届冠军广东队以65比49击败了上
海队。

� � � � 9月8日，全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颁奖仪式后，湖南羽毛
球选手张稳向获得女双冠军的山东队队员骆羽求婚。 图为
张稳（右）求婚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体育湘军在本届全运会上的精彩瞬间。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

代表我省出战的贾一凡与搭档
陈清晨以1比2不敌山东姐妹花骆赢/
骆羽，与羽毛球女双冠军擦肩而过，这
位正宗的天津女孩依然是本届全运会
的“红人”。

全运会为湘而战
但天津也是主场

“来之不易，继续努力，天津‘一’
姐回来了， 我们全运见。”8月29日，刚
与搭档陈清晨捧起2017年羽毛球世锦
赛女双冠军奖座的贾一凡发了一条难
掩激动的微博。

一路过关斩将， 贾一凡与陈清晨昂
首挺进决赛， 迎战曾排名世界第一的山
东姐妹花骆赢/骆羽。苦战三局，最终以1
比2不敌对手，首次参加全运会的贾一凡
为我省收获一枚银牌。

贾一凡队服上贴着“湖南”，张嘴
却是地道的天津话。原来，今年20岁的
贾一凡出生在天津，6岁时就被益阳市
体校相中。贾一凡不顾家人的“担心”，
执意来到益阳。这一晃，“湖南身份”已
有14年。

回乡作战失利， 贾一凡的脸上闪
过一丝失落， 赛后接受采访她坦言：

“拼尽了全力，已没有‘洪荒之力’了。”
8月27日问鼎世锦赛女双冠军，贾一凡
与陈清晨“连轴转”地赶到天津，体能
消耗不可避免。

自己不满意发挥， 可湖南和天津
两地的“老乡”却不这么认为。“加油！
湖南队追分啊！”“这是家乡主场，一
凡，加油！”比赛过程中，湖南与天津的

拉拉队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一会是“湖
湘普通话”，一会是天津腔。

家人难忘湘情
小孙女也送到湖南

“谢谢你们支持一凡！”贾一凡的
外公刘振田握住记者的手说。

当年听说外孙女要远赴湖南，刘
振田第一个不同意。“当时家里就我不
同意，我哪儿舍得啊！”他告诉记者，乖
巧听话的一凡是自己的掌上明珠，家
人一直希望她走文艺道路， 但姑娘偏
偏喜欢打羽毛球。 拗不过外孙女的坚
持，刘振田“反对无效”，只得作罢。

心肝宝贝只身来到益阳， 家人放
心不下。刘振田回忆，一凡刚去湖南训
练的时候， 他每年都要去益阳看外孙
女，南方的湿冷让他无比心疼，“冷啊，
冬天手和耳朵都冻裂了， 但一凡坚持
了下去。”

懂事的贾一凡很争气，2010年入
选湖南省羽毛球队， 不到两年时间又
进了国家队。2014年，贾一凡获得世青
赛女双冠军，2015年又拿到世青赛混
合团体冠军，今年8月更是斩获世锦赛
女双冠军。

贾一凡的迅速成长， 刘振田以及
家人们都看在眼里。“湖南是羽毛球之
乡，把姑娘送过去，送对了！”继贾一凡
之后， 两年前他又将另一个小孙女刘
咿祎也送到益阳市体校学习羽毛球。

近几年， 刘振田来湖南的次数少
了， 但他一提起湖南便赞不绝口，“湖
南是个好地方，风景漂亮，人心眼儿也
好！” （湖南日报天津9月8日电）

“一”姐回乡 为湘而战

� � � � 9月8日，全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决赛中，贾一凡所在的湘粤联合队获得银牌。
图为贾一凡（左）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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