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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049分！中国小伙子凭借微弱
的优势，王者归来！

10月29日， 多哈体操世锦赛男
子团体决赛中，由肖若腾、邹敬园、
邓书弟、 孙炜和林超攀组成的中国
队以256.634分夺冠， 俄罗斯队以
0.049分之差紧随其后，日本队斩获
铜牌， 同时获得直通东京奥运会的
参赛资格。

中国小伙子最后时刻的“大吼”与
“雀跃”，不是没有道理。这场比赛，小
伙子们“跌跌撞撞”，也“步步惊心”。

开局不利。第一项自由操，打头
阵的肖若腾“脚滑坐地”令人心惊，
随后林超攀与邓书弟也出现差池，
好在瑕不掩瑜；第二项鞍马，孙炜意
外掉下器械， 多亏了6.0分的难度
分，让最后13.066分的结果还“看得
过去”。

稳住阵脚的中国小伙子吹响了
“反击集结号”。吊环项目中，邓书弟
表现可圈可点， 孙炜未受此前失误
的影响； 跳马项目， 林超攀发挥出
色，孙炜更是不负众望得到14.9分。
四轮战罢，中国队仅以1.9分的劣势
落后俄罗斯队，暂居第二。

第五项双杠是中国队的传统优

势项目，邓书弟、林超攀高水准发挥
后， 世界冠军邹敬园更是让人吃下
一颗定心丸———他将资格赛6.6分
的难度直接加满至7.0分，并一举拿
下全场最高的16.200分， 中国队瞬
间反超俄罗斯队将近1分。

本以为中国小伙子会一路高
歌，没想到最后一项单杠上，压轴出
场的肖若腾意外掉械， 出现本场比
赛个人第二个重大失误， 只获得
12.600分， 失落的他下场后湿了眼
眶。 不过俄罗斯队最后亮相的纳戈
尔内也在单杠上出现失误， 得到
13.733分。 最终， 凭借在双杠项目
“攒下”的优势，中国队以0.049的微
弱领先战胜俄罗斯队， 自2014年后
重返世锦赛冠军领奖台。

但是， 这枚金牌也敲响了中国
队的警钟。

本场比赛，中国队3次重大失误

不容忽视，运动员的动作成功率、落
地稳定性有待提高， 心理抗压力还
要加强。 日本队虽然核心内村航平
“老迈”，但整体实力仍然不可小觑，
更何况2020年他们将主场作战，占
据“天时地利”。俄罗斯队摘银，更多
原因在于纳戈尔最后时刻的失误，
奥运会决不能“寄希望”于他们总在
关键时刻崩盘。

当今世界男子体操中日俄“三
足鼎立”，中国队若想在明年世锦赛
以及东京奥运会中延续辉煌， 还有
太多问题、细节需要弥补与完善。眼
前的这5个小伙子，已是目前国内男
子体操的最高水准，中国队的“东京
阵容”或许将以此为雏形。如何在关
键时刻顶住压力， 将每个人的优势
发挥到最大化等， 成为摆在中国队
面前的难题， 中国队必须保持清醒
头脑，继续“脚踏实地”。

� � � � 10月29日进行的多哈体操世锦
赛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0.049
分的微弱优势战胜俄罗斯队，惊险夺
冠，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剑指东京
道阻且长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一颗小小的种子含苞待放 ，等
待它的，将是未来10年的精心培育。

北京时间10月29日 ，WTA年终
总决赛举办权交接活动在新加坡国
家美术馆举行， 深圳从新加坡手中
完美“接棒”，获得未来10年WTA年
终总决赛举办权。 这项世界顶级女
子网球赛事，正式进入“中国时间”。

15年前当WTA第一次来到中国，
中国的网球运动土壤还稍显贫瘠；当

2004年李甜/孙婷婷问鼎奥运会冠军，
一颗“振兴网球”的梦想种子在国人心
中落了根；当2013年金花李娜历史性地
让中国运动员出现在WTA总决赛现
场， 那颗扎在国人心中梦想的种子，更
是有了萌芽与生长的“欲望”。

果然， 这颗种子的成长越来越
快———随着李娜 、彭帅 、张帅 、王蔷
等“赛会种子”的横空出世 、光芒绽
放， 中国选手迅速成长为世界网坛
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近年来WTA在

广州、南昌、武汉、天津、深圳等城市
纷纷落地， 网球运动在中国找到了
更广袤的发展土壤。

WTA“牵手 ”深圳 ，一场10年的
“马拉松约会 ”即将开跑 ，中国力量
从过去的“配角”搏出“C位”。这是中
国网球运动近年来不断成长的写
照，更是一场华丽的蜕变。

未来10年，“扎根”深圳的WTA年
度总决赛，将与“中国公开赛”“上海大
师赛”等重磅级网球赛事相得益彰，让
更多中国百姓有机会近距离感触网球
大赛的刺激精彩， 也在更多青少年心
中播下网球梦想的“种子”。

场外任意球
完美“接棒”

周倜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王亮）
10月29日至30日，首届“健康湖南”全
民运动会门球总决赛在长沙市老年活
动中心门球场举行， 张家界队、 衡阳
队、株洲队获得五人制团体赛一等奖。

本次门球总决赛设五人制团体
赛和趣味门球运动等级赛两个竞赛
项目。其中，五人制团体赛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分
为A、B两个小组进行，小组前4名进

入到下一阶段。 第二阶段为抽签淘
汰附加赛， 决出1至8名的队伍。长
沙、永州、怀化、省直机关等11支代
表队、94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本次门球总决赛由省人民政府
主办，省体育局、长沙市人民政府承
办，长沙市体育局、省老年人体育协
会、省门球协会协办。

全民运动会门球总决赛完赛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见习记
者 张咪 通讯员 王亚 ）29日下午，
2018年湖南省中学生田径比赛在株
洲市体育中心闭幕。 来自长沙的长

郡中学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的46支

代表队620余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共设
34个项目，男子组、女子组各17个项目，

包括跨栏、接力、跳高等。经过4天的激
烈角逐，长郡中学以170.50分的总成绩
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湖南师大附中和
宁乡一中分别获得第二、三名。

本次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株洲市
教育局承办，湖南省学生体育协会协办。

全省中学生田径比赛闭幕

� � � �图为10月29
日， 中国队选手
孙炜在单杠比赛
中。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周
倜）10月30日晚进行的多哈体操世
锦赛女子团体决赛中，美国队“力压
群芳”，以171.629分夺冠，俄罗斯队
以162.863分紧随其后， 中国队以
162.396分摘铜，3支队伍均获东京
奥运会参赛资格。

中国队派出陈一乐、 罗欢、 刘婷
婷、刘津茹、章瑾出战。首轮高低杠较

量中， 上届世锦赛冠军刘婷婷出现失
误， 好在13.40分对全队影响不大。进
入第二项平衡木后， 中国姑娘出现波
动，章瑾、陈一乐、刘婷婷的发挥均不
具备足够竞争力。第三项自由操，中国
姑娘在难度分与完成分上均不具优
势。最后一轮跳马比赛，中国姑娘顶住
压力， 发挥稳定， 四轮结束后以总分
162.396分排名第三。

拥有“王牌选手”拜尔斯的美国
队，依旧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最终
获得全场最高的171.629分；尽管两
届奥运冠军穆斯塔芬娜产后复出，
俄罗斯队仍未调整到最佳状态，总
分落后美国队8.766分。

目前的世界女子体操赛场，美国
队依旧“一枝独秀”，俄罗斯、中国队实
力大体相当。 但纵观本场比赛， 加拿
大、法国、日本等队伍均有亮眼表现。
2020年东京奥运会大考在即，中国姑
娘必须要做好准备，应对眼下“前有堵
截、后有追兵”的紧迫状况。

体操世锦赛女子团体决赛

中国姑娘摘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