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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国家／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中国 79 42 34 155

2 日本 28 36 32 96

3 韩国 28 33 31 92

4 哈萨克斯坦 6 8 16 30

5 朝鲜 6 7 9 22

6 中华台北 5 3 6 14

亚运奖牌榜
（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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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仁川亚运会

今
日
看
点

新华社仁川9月25日
电（记者沈楠 李铮）男足
国奥队输了，女足国家队能
赢吗？

仁川亚运会26日将在
8个大项上决出22块金牌，
但最引人关注的可能是中
国女足的八强赛。由于在
小组赛中排名第二，中国女

足不得不力拼朝鲜队。从实力上来说，
中朝两队在伯仲之间，但是朝鲜队风格
硬朗，冲击力很强，对中国女足来说这
将是一场难打的硬仗。如果中国女足
输给朝鲜，那么她们将写下一个尴尬的
纪录——在亚运女足历史上第一次无
缘四强。

亚运重头戏游泳比赛将收官。孙

杨在1500米自由泳中独孤求败，拿到
个人第三块金牌没有悬念。最近迅速
蹿红的帅小伙宁泽涛将在最后一场男
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担纲最后一
棒，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块分量很重的
接力金牌。另外，奥运冠军叶诗文有望
在女子200米混合泳中蝉联冠军。此
前已有惊艳表现的16岁小将陈欣怡和
唐奕也有望包揽女子50米自由泳金、银
牌。在中日泳军的整体较量中，中国胜
利在握。

当天收官的还有举重比赛。中国女
举在本届亚运会上遭遇打击，至今在参
加的6个级别比赛中只拿到一块金牌。
最后一个登场的将是奥运会和世锦赛冠
军周璐璐，她将在75公斤以上级比赛中
争取为中国女举多少再解一点尴尬。

不容有失的还有羽毛球队。男团
告负、女双名将于洋/王晓理意外出局
和两对男双均止步十六强之后，中国羽
毛球队正面临困境。女双2号种子田
卿／赵芸蕾将与印尼组合争夺决赛资
格。男单第三轮，林丹和谌龙将分别与
中国香港老将胡赟和日本小将桃田贤
斗争夺八强席位。李雪芮、王仪涵将出
战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其中王仪涵将迎
战印度名将内瓦尔。

中英混血儿华天参加的马术三项
赛将进行最后也是最难的障碍赛。在
前两项比赛之后暂列第二的华天和他
的爱驹“铁木真”将冲击奖牌。

险胜“苦主”中华台北队晋级八强
之后，年轻的中国男篮将在复赛小组第
一场对阵蒙古国队。

新华社仁川9月25日电（记者周
欣 徐海静）47秒70，全新的亚洲纪录！
这是属于宁泽涛的比赛！男子100米自
由泳向来被誉为泳池中的“飞鱼大战”，
但宁泽涛却把8个人的亚运会赛场变成
了他一个人的展示舞台。

宁泽涛以47秒70的全新成绩改写
了他自己保持的48秒27的亚洲纪录，
他从出发后30米就确定了领先优势，50
米转身时甩开其他对手半个身位，后半
程越来越快，无人能及，把领先距离拉大
到近一个身位。朴泰桓以48秒75收获
银牌，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颜色最好
的一块奖牌，此前他收获了4块铜牌。
日本的盐浦慎理名列第三。

帅气的宁泽涛在确认自己的成绩后

振臂高呼，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
他有理由骄傲和自豪：这个成绩在今
年的世界排行榜上名列第三位，在去
年足以拿下世锦赛冠军！

“来仁川我的目标就是拿金牌、
破纪录！之前的纪录是我去年在全
运会游出的，不过当时比赛时出现了
点小失误，要不成绩可以更好！我要
感谢我的教练、我们的队伍给我的支
持，”他说。

“对于我，今天只是个开始。这个成
绩对于亚洲来说是个突破，因为我是第一
个游进48秒以内的人。至于未来，我希
望可以和欧美选手抗衡。”

不过，宁泽涛很清楚：“光在亚洲游
出这个成绩还不算数，我要到真正的世

界大赛上去检验自己！”
宁泽涛透露的下一个目标是在明年

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争取进入决赛、前
六甚至领奖台。

“我现在打破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
纪录还蛮远的，我还不敢想去破世界纪

录，因为那是在快速泳衣时代创造的，有
一定的困难。我希望能够在世界比赛中
站上领奖台！”宁泽涛霸气地说。

对于外界给予的“新男神”称号，宁
泽涛腼腆地说：“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
持，我会继续努力，排除干扰，做好自己，

来回报关心支持我的人。”
宁泽涛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3金在

手，包括 50 米和 100 米自由泳，和
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26日他将
出战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力争和
队友为中国再创辉煌。

新华社仁川9月25日电（记者权
香兰 周欣）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
决赛于25日晚举行，中国游泳小将宁
泽涛以47秒70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
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对宁
泽涛惊人的速度，获得银牌的韩国名将
朴泰桓感叹不已，他走出游泳池和记者
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宁泽涛真是太
快了！”

自由泳100米并不是朴泰桓的长
项，对于自己能够夺得并不擅长的项目
的银牌，朴泰桓坦承很满足。他说：“我
对这场比赛没有寄予过多的希望，我只
是希望与日本和中国的优秀的短距离

选手一起比赛，以增长经验，并能够挑
战自己。”

对于自己的对手宁泽涛，朴泰桓赞
叹不已。比赛结束之后，朴泰桓走出游
泳池，对着记者们说的第一次话就是：

“哇，他真的是太快了。”朴泰桓毫不掩饰
自己对宁泽涛的羡慕之情。

同时，朴泰桓还把自己能够获得银
牌归功于宁泽涛，他说：“宁泽涛不止前
50米速度好，后程的冲刺能力也很强。
正是因为有宁泽涛这么快的选手在旁
边，我才有机会夺得了银牌。应该说，能
够与这些选手一起比赛本身就是最好的
学习。”决赛时，朴泰桓和宁泽涛的道次

相邻。
这块银牌是朴泰桓取得的第19块

亚运会奖牌，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夺
得的第五块奖牌。此前，他在男子200
米、400米自由泳、4×200米、4×100
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共夺得了四块铜
牌。接下来，朴泰桓还将参加男子1500

米自由泳和4×100混合泳接力比赛的
角逐。

朴泰桓在本届亚运会一共参加7个
项目的比赛，对于自己紧密的比赛日程，
朴泰桓承认“有些累”，但是“比赛前在训
练上做了一些准备，在比赛过程中也发
现了自己的不足。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学
习过程”。

在接下来的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
朴泰桓还将与中国选手孙杨相遇。对于
1500米比赛，朴泰桓说：“孙杨在长距离
项目上很厉害。对我来说，拿奖牌固然
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努力比过去
游得好一些。”

朴泰桓赛后感慨：

宁泽涛真是太快了！

女足力拼朝鲜 孙杨独孤求败

新华社仁川9月25日体育专电
（记者李铮、张春晓）中国足球的伤口
上又被泰国人撒了一把盐。继国家
队去年1：5惨败给泰国二队后，国奥
队又在仁川亚运会16强赛中0：2负
于泰国国奥队，无缘八强。

比失败更让人失望的是毫无机
会、根基坍塌。

现场观战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赛后说：“中
国足球被拖了这么久，这几年不可能
有满意的球。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

赛前，中国国奥队就被普遍看
低。他们小组赛时0：3惨败给朝鲜
队，依靠1：0战胜不入流的巴基斯坦
才勉强进入16强，而泰国队三战全
胜，进11球，不失一球。

中泰之战90分钟的过程也印证
了双方的实力，尤其是中国队右边后
卫杨挺在第33分钟被红牌罚下场
后，泰国队完全掌控了场上局面。

全场创造了至少四次机会的泰
国队打进了两球。47分钟，泰国队9
号克莱索恩抓住中国队后卫解围失
误机会，以一个藤球般的凌空抽射打

进第一个球；75分钟，国
奥队后卫再次出现失误，
本来门将方镜淇已挡出
对方的劲射，但门前保护
的后卫解围动作迟缓，又
被泰国队9号补射得手。

这个克莱索恩已经成
了中国足球新的苦主，去
年泰国队5：1战胜中国
国家队的比赛，就是
他连进两球。仁川
亚运会，又是他将
国奥挡在了亚
运八强之外。

国 奥
队主教练
傅博表示，
上半场的红
牌打乱了球
队 的 部 署 。
下半场我们过早
的丢球又给了泰国队
舒服打防守反击的机会。

现场观看比赛的蔡振华没等到
终场哨响就离开了，面对中国足球

里约奥运会是否有戏的问题，蔡振
华说：“靠这支队，你们认为呢？”

中国足球再次被泰国羞辱

国奥无缘八强

新华社仁川9月25日
电（记者欧阳为）在25日
的亚运会羽毛球单项赛事
上，中国队参赛的两对男
双组合蔡赟／傅海峰和刘
小龙／邱子瀚均在第二轮
惨遭淘汰，止步十六强。
蔡赟赛后表示这可能是自
己最后一届亚运会，输球

很遗憾。
当天下午，老将“风云组合”蔡赟／

傅海峰对阵印尼组合普拉塔玛／萨普
特拉，在21：13顺利赢下第一局后，以
19：21、20：22连丢两局被对手挡在八
强之外。

赛后蔡赟表示，失利原因主要是比
赛后半程精力有所不逮。“我觉得我们

尽力了，今天这场比赛双方水平差不
多，印尼选手打得也挺好，我们也打得
挺好，就是后面有几个关键球没有处理
好，因为精力差了点。”他同时表示这次
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输掉比赛
还是很遗憾。

随后的另一场比赛中，六号种子刘
小龙／邱子瀚以17：21，16：21意外不
敌印度组合雷迪／马努，无缘八强。邱
子瀚赛后坦言比赛前准备不够充分，对
困难准备不足。过去刘小龙／邱子瀚与
对手曾经交手三次，均取得了胜利。

对于男双的全军覆没，中国羽毛球
队总教练李永波坦言过去对男双训练的
理念、方法和指导思想还是有点滞后，在
方式方法上没有起到效果，回去后在这
些方面将好好反思。

男双中国队全军覆没
止步十六强

“新男神”横空出世
宁泽涛称霸百米自由泳 本报三亚9月25日电（记者符王润）2014-

15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即将开幕，位于西班牙阿利
坎特的赛事村将于10月2日开村。2014-2015
赛季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将继续在三亚设立停靠
港，这是三亚第二次成为世界十大主办城市之一。

“沃帆赛三亚已经筹办过一次，相信这次会更
加圆满。”在昨日与沃尔沃环球帆船赛首席运营官
汤姆·图博一行的会面中，三亚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对沃帆赛非常重视，这项赛事也很受民众的欢
迎，三亚将继续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将综合上次
举办赛事积累的经验，为本次赛事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希望本届赛事在三亚能取得更圆满的效果。

2014-2015赛季的沃帆赛自举办之初就备受
瞩目，三亚最终从82个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
全球十个经停城市之一。汤姆·图博在会见中透
露，2014-2015赛季的沃帆赛与往届相比，所有参
赛船队将首次使用相同的比赛用船，同时，沃帆赛
历史上首支全女子船队将在该赛季实现首秀。

据了解，沃帆赛参赛船队预计在2015年1月
24日至25日陆续抵达三亚，各项活动陆续举办，
离港时间为2015年2月8日，共计16天。

沃帆赛即将开幕
明年1月下旬将再抵三亚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海南高尔夫球公
开赛福建站推广赛近日在福建新东阳高尔夫俱乐
部收杆。经过一轮18洞的比赛后，付洁人以80
杆、陈瑞华以91杆的成绩分别获得了男女组冠
军，拿到海南公开赛总决赛的入场券。

来自福建省内90多名高球高手参与本站比
赛，本场比赛竞争激烈，经常出现你争我夺的局
面。2014年海南公开赛还将在防城港、重庆、成
都、深圳举行。与此同时，海南公开赛还推出了海
南国际旅游岛高尔夫假日嘉年华等活动，让更多
人了解、参与高尔夫球运动。

海南高球公开赛
福建站推广赛收杆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海南省交谊舞
大赛将于27日晚在海口市海南文体公园广场举行。

有来自海口、三亚、万宁、五指山、东方、屯昌、
澄迈、昌江、定安等市县共15支队伍参赛。设交
谊舞和时尚健身舞（含街舞、钢管舞、肚皮舞等）两
个大项、25个小项，参加人数达160多人。

本届大赛组委会负责人称，在全民健身热潮的推
动下，当下时尚、休闲、娱乐的健身方式盛行，交谊舞在
我省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组织本次大赛。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体育总会、海南
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承办，省体育彩票中心、省
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省舞蹈家协会、中视文化传播
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我省将办交谊舞大赛

新华社武汉9月25日电（记者吴植 郑直）
中国金花、美网四强彭帅25日在武汉表示，她每
天醒来去准备训练的时候，都希望可以进步，未来
会努力打进单打世界排名前十。

在WTA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进入第五天之
际，彭帅配对捷克选手哈拉瓦科娃以2：0战胜另
一对跨国组合库卡洛娃／加里奎斯，锁定双打四
强席位。此前在单打比赛中，包括彭帅和青奥会
单打冠军徐诗霖在内的中国选手全军覆没，目前
彭帅是双打中唯一留下的中国选手。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彭帅说，接下来“单打和
双打都会一起努力”，“昨天他们问我会不会把单打
目标放在前十上，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去努力。”

“在美网开赛以前，如果我说把目标放在前
四，可能别说我自己，就是你们（指记者）可能都会
呵呵地冷笑起来。但当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起来准
备训练和比赛的时候，都希望可以进步，希望可以
通过更多的训练和努力，达到新的期许和目标，”
她说。现年28岁的彭帅在女子单打世界排名中
位居第23，是目前除李娜之外，排名最高的中国
选手。

彭帅：

会朝世界前十努力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24日电（记者姬烨）
在24日接受采访时，“五星巴西”主帅邓加表示，
如果延续目前在巴甲圣保罗队的状态，卡卡或将
重新回归国家队。

今年7月卡卡从AC米兰加盟美国大联盟新
军奥兰多城队。由于美国大联盟目前正处于休赛
期，他在加盟奥兰多城后马上以租借形式返回了
圣保罗队，租借期为6个月。在回归巴甲母队之
后，卡卡发挥出色，率领球队在联赛中位居次席。

巴西队主帅邓加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他一
直延续现在的状态，他有可能入选巴西队。在我
所观看的圣保罗队比赛中，他在场上的位置与过
去有所不同。他成了球队的组织者，在场上活动
范围很广，发挥也很好。”

“过去，卡卡的角色更多的是进攻，利用他超
快的速度和出众的技术。现在他（的位置）能踢
90多分钟。”邓加说。

邓加暗示

卡卡或重回巴西队

25日，比赛结束后傅海峰（左）与蔡赟告别亚运。 新华社发

宁泽涛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25日，在男足八分之一
决赛中，中国队以0：2不敌
泰国队，无缘八强。中国队
杨挺（左）在比赛中争顶头
球。 新华社发

羽
毛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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