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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矜宜

时间：7日6时
项目：男子举重56公斤级
运动员：龙清泉

中国第一个90后奥运冠军是
谁？一晃8年，很多人忘记了一个名
字：龙清泉。3天后的里约，2008年北
京奥运会冠军、 湘西伢子龙清泉将
再次征战奥运，冲击金牌。

8年过去了，当时的小龙已升级
为“超级奶爸”，儿子“小小龙”今年4
月刚过完一周岁的生日。8年过去
了，龙清泉改变的不止是身份，还有
心态。“以前是他们追赶我， 现在我
要奔放一点，去追赶他们。”龙清泉
口中的他们，指的是队友吴景彪、朝
鲜名将欧云哲。

在奥运选拔赛中，龙清泉以300
公斤的总成绩夺冠， 力压吴景彪获
得奥运资格。 不过想要在里约再次
登上最高领奖台， 龙清泉将面临不
小的挑战———卫冕冠军欧云哲在去
年世锦赛上，曾以302公斤的总成绩
夺冠。 从实力来看， 两人在伯仲之
间，关键还是看临场发挥。

时间：8日6时
项目：男子举重62公斤级
运动员：谌利军

谁说安化只有羽毛球？ 本届奥
运会，世锦赛冠军、24岁的安化伢子
谌利军成为“湖南力量”的又一位冲
金担当。

近年来， 男子62公斤级的争夺
一直在伦敦奥运会冠军、 朝鲜选手
金恩国与谌利军之间展开。 随着金
恩国去年药检呈阳性无缘里约，安
化小伙的夺冠指数直奔“五星”。在
今年的奥运选拔赛上，谌利军以328
公斤的总成绩获得第一名。可以说，
只要在里约正常发挥， 谌利军是中
国6位参加奥运会男子举重比赛夺
冠把握最大的选手。

超级奶爸
“王者归来”
1

安化伢子
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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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6日2时40分
项目：女子平衡木
运动员：商春松

说起商春松，不得不提到两个数
字：14和0。从2013年开始，这位湘西
妹子就在全运会和全锦赛上夺得14
枚金牌；而在国际赛场，她参加了两
届世锦赛和一届亚运会，金牌数却是
尴尬的零。

如今在里约，商春松要挑战的最
大对手是美国领军人物拜尔斯。后者
是2013年至2015年世锦赛个人全能
三连冠、2014年至2015年世锦赛团
体、平衡木冠军得主。当然，像体操这
类注重临场发挥、完成情况的打分项
目， 没有无可撼动的霸主。 一向以
“稳”著称的松松需要轻装上阵，展现
最完美的自己，就不留遗憾。

时间：16日20时50分
项目：田径三级跳远
运动员：董斌

中国队男子三级跳远世界大赛
首金、中国室内田径世锦赛夺金第三
人、里约奥运会中国田径新的奖牌冲
击点……这些荣耀，全部属于中国男
子三级跳远选手、 衡阳伢子董斌。在
今年3月举行的国际田联室内田径世
锦赛上，董斌以17米33的成绩摘得男
子三级跳远桂冠。

4年前，董斌的伦敦之旅以16米75、
位列第10名结束。今年在里约，只要董斌
正常发挥，有望冲击奖牌。

时间：16日20时、18日20时45分
项目：女子单人皮艇200米、500米
运动员：周玉

这是周玉的第二次奥运之旅。4
年前的伦敦，周玉与搭档吴亚男在女
子单人皮艇500米争夺中，以0.136秒
的微弱劣势与奖牌擦肩而过。来到里
约，27岁的周玉期待实现突破， 登上
领奖台。

松松冲金
董斌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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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玉
欲“登台”

时间：11日2时30分
项目：女子举重69公斤级
运动员：向艳梅

4年前的伦敦奥运会，当时20岁的向艳
梅在奥运选拔赛上摘得冠军， 却在最后时
刻与奥运会失之交臂。1400多个日子过去，
这个有点倔强的保靖女孩始终没有放弃。

在今年的奥运选拔赛上，向艳梅以总
成绩265公斤夺冠。由于上半年遭遇伤病，
这个成绩与她的最好成绩还有距离，不过
好在目前恢复得不错，在里约她的最大对
手是她自己。

时间：10日3时
项目：体操女子团体
运动员：商春松、谭佳薪

这是湘西妹子商春松第一次出征奥运
会，20岁的她如今已是中国女子体操队领军
人物。同样20岁的长沙姑娘谭佳薪，由于队
友刘婷婷的意外受伤，最后一刻替补参赛。

本届里约奥运会的女子体操项目，卫
冕冠军美国队依旧来势汹汹，虽然中国队
在传统强项高低杠和平衡木上具备冲金
实力， 但更重要的还看队员们的临场表
现。两名湘妹子有望助中国女团拼下一枚
奖牌。

时间：10日21时30分/11日21时45分
项目：赛艇
运动员：王宇微、曾涛

王宇微、曾涛，请记住这两名运动员
的名字———他们的脱颖而出，意味着我省
首次涌现出赛艇项目的奥运选手。虽然他
们征战的单项并不是夺金点，但这代表着
湖南水上项目打开了新的局面。王宇微将
出战女子四人双桨比赛，曾涛的项目是男
子轻量级四人单桨无舵手。

体操湘军
发力

3

新秀吹响
湖南赛艇号角

4

向艳梅
欲圆奥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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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日2时30分
项目：女子水球
运动员：熊敦瀚、彭林

18岁的熊敦瀚和稍年长的彭林都来自岳阳， 这是
她们的首次奥运之旅，更是湖南水球的奥运“初体验”。

前两届奥运会， 中国女子水球队均获得第5名。
作为本届14名奥运湘军中年龄最小、 经验最少的两
名运动员，熊敦瀚、彭林希望与队友一起冲击奖牌，
为湖南健儿的里约之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时间：17日1时、19日0时
项目：花游双人、团体
运动员：孙文雁、李晓璐

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到仁川亚运会，从伦敦奥运
会到即将开幕的里约奥运会……长沙姑娘孙文雁已从
曾经的“芭比娃娃”蜕变成如今的“花游女神”。

4年前的伦敦， 中国花游队不敌霸主俄罗斯队，收
获银牌。数日后的里约，身为队长的孙文雁将带领中国
花游姑娘们再次向奥运梦想发起冲击， 她们最大的对
手仍是俄罗斯。27岁的雁子说，“世锦赛我们与对手只
有一两分的差距。我们要追赶甚至超越她们。”

时间：19日19时30分
项目：羽毛球男子双打
运动员：柴飚

第二次出征奥运的衡阳伢子柴飚，将出战羽毛球
双打比赛，只可惜签运不佳。他与搭档洪炜所在小组
有日本组合远藤大由/早川贤一，世锦赛冠军、印尼组
合阿什桑/亨德拉等多对强敌。对于柴飚而言，先从困
难重重的小组突围，更为现实。

花游女神
“中俄对决”

水球姑娘
来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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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柴飚羽球
先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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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0日，中国花游队在伦敦奥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

� � � � 2008年8月10日， 龙清泉在北京奥运
会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以292公斤的
总成绩获得金牌。 新华社发

（均为北京时间）

湘约
一夏
奥运湘军观战指南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