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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原平

全运会已进入尾声。我省举重、赛艇、
田径等项目持续发力， 取得了不少突破。
另一方面，上届全运会收获4金的体操，本
届难觅一金，皮划艇依靠老将周玉苦苦支
撑，游泳更是仅获一铜。

不同项目，不同际遇，让人唏嘘。
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跃龙透

露， 皮划艇后备人才断层问题严峻 。 目
前， 省皮划艇队除了周玉 、 张宽两名老
将， 其他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队员 ， 但
没有突出的 “尖子 ” 冒出来 。 因为我省
身材高大的青少年太少， 严重制约了皮
划艇选材 。 游泳项目仍旧依靠李玄旭 、
黄朝升、 杨之贤等老将打天下 ， 其中李
玄旭还是退役后重新复出。 体操项目也
面临着选材难题， 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李敬表示， 以前选拔体操苗子是百
里挑一， 现在只能十里挑一。

选拔、培养后备人才 ，是提升我省体
育整体实力的关键。我省必须抓好顶层设
计，突破“体教结合”的发展瓶颈。将文化
教育和业余训练有机结合，激发学生对体
育的兴趣和热情，扩大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的选拔面， 为后备人才培养打好基础，
为我省体育发展增强后劲。

同时，也要像田径项目一样 ，引进优
秀教练员。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引进人才，
就是引进智力，引进先进理念。只有从教
练员和后备人才培养这两个方面着手，才
能改变、解决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田径湘军跃新高

全运会体操项目结束

屈瑞阳谭迪“双银”收官
湖南日报天津9月7日电 （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9月

7日，全运会体操项目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经历
了之前“无牌入账”，我省选手屈瑞阳、谭迪打破僵局，在下
午的决赛中分别获得男子跳马、单杠银牌。

首轮进行跳马决赛， 已连续6年获得该项全国冠军的
屈瑞阳第4个亮相。 第一跳他挑战难度分6.0的动作， 但下
法出现失误， 得到14.267分。 第二跳， 他展现出强大实力，
以9.300的完成分扭转劣势， 得到14.900分， 最终以平均
分14.587收获银牌， 冠军被广西选手黄明淇摘得。

虽然卫冕失败， 屈瑞阳对今天的结果表示满意， “第
一跳的动作还不成熟， 发力有失误， 落地时重心没稳住。
第二跳的动作毕竟练了6年， 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

给体操湘军带来惊喜的， 是小将谭迪。 他在男子单杠
上收获银牌。 面对率先登场的张成龙、 林超攀等国家队选
手， 第6个出场的谭迪毫不胆怯。 6.1的难度分并不占优，
但几乎“零失误” 的发挥让他拿到8.333分的完成分， 这个
分数居所有选手之首。 最终， 谭迪以14.433的总分， 仅落
后山东队张成龙0.3分， 摘得银牌。

“今天的发挥确实非常出色， 谭迪顶住了压力， 发挥
得很稳。” 赛后， 教练陈伟告诉记者， 谭迪的难度与其他
几位国手相比还有差距， 未来会寻求突破。

全运会收官日

羽球“黄金搭档”放手一搏
湖南日报天津9月7日电 （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8日

是本届全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跨省组队的“黄金搭档”继
续发威，贾一凡/陈清晨、柴飚/洪炜分别晋级羽毛球女双和
男双决赛，他们将携手冲击冠军。

7日进行的羽毛球女子双打半决赛中，由我省选手贾一
凡与陈清晨组成的湘粤队以2比1战胜黄东萍、 李茵晖组成
的闽鄂队，顺利晋级。8日的决赛中，她们将迎战山东队姐妹
花骆赢/骆羽。本届全运会前结束的羽毛球世锦赛，贾一凡/
陈清晨是女双冠军。

我省选手柴飚联手福建选手洪炜，志在男双冠军。这对
组合曾获得里约奥运会男双第4名。7日的半决赛， 他们以2
比0战胜老将组合张楠/傅海峰，8日将与浙闽队王懿律/刘
成争夺金牌。

津日亮招

� � � �9月7日， 全运会体操项目最后一个比赛
日，商春松获得女子平衡木第5名、自由操第
8名，结束本届全运会的争夺———

最后一支舞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周倜 苏原平

“最后一场， 请漂亮地谢幕。” 比赛前3小时， 商春松
发出这样一条微博， 似乎再次印证了她的“退役” 猜想。

7日的平衡木和自由操是商春松本届全运会的最后两
场单项决赛。 首先进行的平衡木， 资格赛排名第8的商春
松第3个出场。 难度分5.7并不占优， 稳住小小晃动的商春
松拿到8.100的完成分， 是全场3名完成分上8分的选手之
一。 13.800， 无功无过。 随后登场的小将们， 难度分都高
于6.0。 最终， 商春松被“挤” 到第5名。

自由操是商春松的强项， 也是她的最后演出。 她上了
5.6的难度分， 这是她进入成年组以来难度最高的成套动
作。 轻快的音乐响起， 还是连串的高难度后直、 前屈、 前
团……只是这一次， 她重重地坐在了地上。 起身再来， 又
是一个失败的落地。 不过， 单足的立转连接稳定发挥， 依
旧显示出老将的扎实功力。

连续两次严重失误打乱了节奏， 但商春松依然赶上最
后的鼓点， 做出最后的造型。 11.600分， 名列最末， 这个
分数定格在屏幕上， 也定格了商春松全运会上的最后一支
“舞”。 面对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这位瘦小的姑娘泪流不
止。 从上届全运会的3金到本届全运会颗粒无收， 个中滋
味谁能懂？

队友谭佳薪抱着一束鲜花， 在出口焦急地等待着她。
过了许久， 迎面走来的商春松再次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抱
着好姐妹谭佳薪痛哭。 这对将在全运会后告别体操的姐妹
花， 拥抱的瞬间， 似乎全世界只剩下了彼此。

（湖南日报天津9月7日电）

� � � �商春松在平衡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此前3届全运会仅获1金2银2铜，在天津则摘下4金2铜———

津榜题名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周倜

本届全运会， 湖南田径健儿表现惊艳，
收获4金2铜， 创造了我省田径在全运会历史
上的最好成绩。

最近3届全运会， 除了刘春花在2009年
第11届全运会夺得一枚女子标枪金牌外， 我
省田径运动员与金牌无缘。 本届全运会， 在
低谷中徘徊的湖南田径为何一鸣惊人， 在多
个项目上实现历史性突破？

老将 “新生” 新秀涌现

本届全运会， 老将获“新生”。 28岁的
衡阳老将董斌以17米23的成绩， 问鼎男子三
级跳远， 这是“三朝元老” 董斌首次在全运
会上加冕。 2016年， 董斌先后夺得室内田径
世锦赛冠军和里约奥运会铜牌， 刷新中国田
径的历史。 成功夺得全运会冠军后， 董斌迎
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新秀一鸣惊人。 20岁的娄底姑娘黄瑰芬
以23秒24的成绩， 夺得女子200米冠军。 这
是1959年举办首届全运会以来， 湖南运动员
首次在全运会上夺得短跑冠军， 创造了湖南
田径的历史。 22岁的常德姑娘童曾欢还以52
秒76， 夺得女子400米铜牌。

接力赛场， 黄瑰芬、 童曾欢与外省运动
员联合组队， 夺得女子4×100米、 4×400
米两枚接力金牌。 湘妹子廖孟雪所在的苏鲁
湘川二队， 收获4×400米接力铜牌。

老帅返聘理念先进

“如果按照以前的训练理念和模式， 我
省田径不可能冒出这么多新人。” 省体育局
局长李舜感叹道。

李舜介绍， 近年来， 我省在引进优秀教
练员下了大功夫。 里约奥运会后， 省体育局
聘请前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为顾问， 为
湖南田径运动发展出谋划策， 进行顶层设
计。

“冯指导在国家田径队做了20多年教
练， 对国内、 国际田径运动的先进理念和训
练方法非常了解， 也有自己的一套手段。”

省体育局竞技处处
长龚旭红介绍， 冯
树勇为省田径队的
训练体系和节奏进
行了精心部署安排，
在技术上为全队带
来全新的训练理念和方法，
并到训练场指导运动员训练。
“无论顶层设计， 还是在训
练、 管理方面都更加科学有效。” 龚
旭红说。

此外， 我省还在2012年从广州请
回了老帅胡树森。 胡树森是我省三级
跳远老教练， 曾培养出邹四新等一批
优秀弟子， 后来调任广州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 胡树森退休后， 被我省返聘为田径
项目带头人， 指导董斌训练。

董斌曾在国家队跟随美国外教亨廷顿训
练了一年， 胡树森在旁边观摩， 做了大量的
视频记录和笔记。 胡树森将自己的执教手段
和从外教学到的理念相结合， 对董斌在心态
和技术上进行了系统改造， 非常成功。

年轻教练厚积薄发

“我们的队伍除了运动员年轻外， 教练
员也很年轻。” 李舜介绍， 培养出黄瑰芬的
教练向赤蓉， 就是一名非常年轻、 非常优秀
的教练。

在全运会女子200米领奖台上， 向赤蓉
与黄瑰芬比了一个“心”， 就像一对姐妹花。
向赤蓉曾在2001年第9届全运会与山东选手
联合， 夺得女子4×400米接力冠军， 这也是
我省田径选手夺得的第一枚接力金牌。 2011
年， 她被省体育局派到美国培训。 李舜说：

“通过1年多的学习， 向赤蓉不仅开阔了眼
界， 也学到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方法。”

正是有了向赤蓉等年轻教练员的不断学
习、 更新理念、 迎难而上， 我省田径才厚积
薄发， 不断地涌现新人， 实现突破。 同时，
我省加强科研、 医疗、 后勤等保障工作， 确
保田径训练无后顾之忧。

“发展是硬道理，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湖南田径取得突破， 因为我们打赢了人才这
一仗。” 李舜表示， 我省还要在更多的项目
上加大引进优秀教练员的力度， 让更多教练
员走出去， 与世界潮流接轨。

（湖南日报天津9月7日电）

� � � �在9月3日进行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 董斌获得金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冰火两重天

� � � � 湖南日报天津9月7日电 （记者
周倜 苏原平）“跨省模式”强强联合，
田径湘军再添两金！今天进行的全运
会田径项目上，我省小将黄瑰芬同时
在列的苏闽湘队和苏鲁湘川三队分
别获得女子4×100米接力、4×400
米接力冠军，我省也相应收获两个项
目的金牌。另一名湘妹子廖孟雪也参
加了4×400米决赛，她所在的苏鲁湘
川二队收获一铜。

至此，本届全运会我省田径代表
队以4金2铜的成绩完美收官。

今晚率先进行的女子4×100米
接力比赛中， 之前获得女子200米冠
军的黄瑰芬为准备后面的女子4×
400米接力比赛并没有出场， 但因为

参与了预赛，按照规则，作为苏闽湘
队成员，她为湖南队争取到一枚接力
金牌。

8时40分鸣枪的女子4×400米接
力比赛中， 黄瑰芬所在的苏鲁湘川三
队被分在第六道。 作为第一棒的她从
一开始就保持明显优势， 远远将其余
选手甩在身后，与第二棒完美交接。随
后的比赛没有太大悬念， 最终苏鲁湘
川三队以3分30秒95的成绩首个冲线。

“有点重啊！”当金牌挂在胸前，
20岁的娄底妹子黄瑰芬一脸灿烂。她
告诉记者，由于之前的比赛消耗了一
定体力，所以对今天的发挥有一定影
响，“不过能用金牌结束我的首次全
运会之旅，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田径湘军收官

黄瑰芬再添两金

� � � � 9月7日， 女子4×400米接力决赛中， 黄瑰芬所在的联合队以3分30秒95
的成绩摘得金牌。 图为黄瑰芬 （左二） 一马当先， 为队友传递接力棒。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9月7日， 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排球男子成年组决赛中， 解放军队以3比0战胜北京
队， 获得冠军。 图为解放军队球员夺冠后向观众敬礼。。 新华社发

冠军！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