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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团奖牌选手
（北京时间8月20日）

金牌

羽毛球男双 傅海峰/张楠
羽毛球男单 谌龙
田径女子20公里竞走 刘虹

银牌

花样游泳团体
拳击女子57-60公斤级 尹金花

铜牌

田径女子20公里竞走 吕秀芝
拳击女子69-75公斤级 李倩
拳击男子52公斤级 胡建关

——里约奥运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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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以上二维码，可进入
海南日报客户端观看金牌产
生的精彩视频及相关内容。

扫一扫 看夺金时刻

扫描以上二维码，可进入
南海网客户端观看里约奥运
赛场的精彩视频及其他奥运
专题内容。

扫一扫 看精彩记录

中国羽毛球亟待新人冒出 金牌赛程
时间 项目
8月21日
20：30 田径 男子马拉松
22：50 艺术体操 集体全能
23：30 山地自行车 男子越野赛
8月22日
00：15 男子排球 意大利VS巴西
00：35 摔跤 男子自由式 65公斤级
01：00 男子手球 丹麦VS法国
01：00 拳击 女子69-75公斤级
01：15 拳击 男子52公斤级
01：45 摔跤 男子自由式97公斤级
02：00 拳击 男子64公斤级
02：15 拳击 男子+91公斤级
02：45 男子篮球 塞尔维亚VS美国

最后一个比赛日
将产生12枚金牌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0日电（记者刘
阳）里约奥运会21日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虽
然中国代表团当日已经没有夺金点，但是精彩
的篮球、田径、艺术体操比赛，以及当晚的闭幕
式势必将为本届奥运会画上精彩的句号。

奥运赛场21日将产生8个大项的12块金
牌，中国队参加山地自行车等项目的比赛，不过
实力上与欧美选手差距悬殊。

田径项目将产生最后一项男子马拉松的金
牌。31岁的肯尼亚选手基普乔盖被认为是最
大热门。基普乔盖曾在2003年世界锦标赛上
赢得5000米冠军，并先后在雅典奥运会和北京
奥运会上赢得这个项目的铜牌和银牌。他自
2013年以来主攻马拉松，多次在顶级马拉松赛
事中收获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肯尼亚是
公认的马拉松强国，但是迄今为止肯尼亚只在
北京奥运会上由万吉鲁获得过一次男子马拉松
的金牌。

除了基普乔盖之外，另一位肯尼亚选手比
沃特、乌干达选手基普罗蒂奇和北京世锦赛冠
军、厄立特里亚小将格赫布雷斯拉塞都是金牌
的有力竞争者。

男篮决赛也是当日一大焦点战役，美国
队和塞尔维亚队两强相遇。由于小组赛上
美国队只赢了对手3分，因此金牌归属难以
预料。

艺术体操堪称是奥运会上最养眼的项目之
一，21日将进行集体全能的决赛。自2000年
悉尼奥运会以来，俄罗斯队是艺术体操的绝对
霸主，中国队如果能够通过20日的预赛，将时
隔八年重返该项目的决赛赛场。

除了上述比赛，奥运赛场当日还将产生
拳击、男子手球、男子排球和摔跤等项目的
金牌。

当晚的奥运会闭幕式也是不容错过的“盛
宴”。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里约奥运会
闭幕式的特色就是一场“庆典”，庆祝过去几周
的精彩比赛，庆祝巴西人特有的文化，而且组
委会透露，开幕式的一些角色将“重返闭幕
式”。巴西人最后还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惊喜？
我们很期待。

■ 阿成

傅海峰/张楠惊险夺得男双金
牌，也让煎熬中的中国羽毛球队终于
松了一口气，前三项比赛连决赛之门
都进不了，上届包揽五金的王者之师
终于避免了本届无金入账的尴尬。

随后谌龙再夺男单金牌，中国羽
毛球队以两金收场。中国军团本届
奥运会整体表现不佳，中国羽毛球队
的两金也不算太差。不过，对比上届
的辉煌，再看看现状，说中国羽毛球
出现滑坡并非言过其实。再往后看，
由于水平停滞不前，新人接不上班，
中国羽毛球要想重振雄风，短期内并
非易事。

傅海峰和林丹奥运会后几乎肯
定退役了，男双和男单何人扛起大

旗？男单扛旗者自然是谌龙，也就一
个谌龙拿得出手。不过谌龙霸气不
足，尽管里约拿了冠军，恐怕也很难
长期称雄。张楠被视为今后双打的
领军人物，但他此次能夺金牌，多亏
有一个好搭档傅海峰，这点他也承
认。张楠技术全面，打球脑子灵活，
但身体素质一般，反应速度较慢，动
作不够敏捷，杀球的力量也不大，如
果没有像傅海峰这样的球手互补，打
男双难有大作为，或许打混双更合
适。至于洪炜、柴飚等半红不红的选
手，已经进行多种配对试验，但一直
都未能打出好成绩。

女单、女双和混双这三项与“女”
字相关的项目，里约奥运会全军覆
没，连决赛都进不了。这个结果让人
很难接受，但也不全在预料之外。难

以接受是因为女子项目是中国羽毛
球的传统优势项目，是夺金的保证，
怎么会滑坡得如此厉害？不意外是
因为滑坡早已发生。拿女单来说，泰
国队女单教练早就说过：“中国的女
单这几年没有任何进步。”而人家进
步飞速，看了马林和辛德胡的女单决
赛，那种男性化的速度和力量，恐怕
要让中国女单绝望。

女双同样没有进步，同样被一个
个对手超越。这些年就出了唐渊渟这
么一个新人，此次与老将于洋搭档出征
里约，结果两人在里约上演了内讧的闹
剧。双打搭档最忌不和，搭档当众互撕
的场面在职业赛场上十分罕见。说到
搭档，混双为什么还坚持用张楠/赵芸
蕾这对“情侣档”？赛后他们都证实，两
人在奥运会前分手了。让刚分手的恋

人继续搭档，看来是迷信他们过去辉煌
战绩的光环，但比赛结果说明：神离了，
形不离也白搭。而为了保赵芸蕾的混
双，放弃了赵芸蕾/田卿这对伦敦奥运
女双冠军组合。结果两头落空，而骆氏
姐妹则去“打酱油”。

怎么配搭档恐怕都是“白搭”，关
键是出众的人才太少。中国羽毛球
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15人中，有11
人是参加过上届奥运会的老将，可见
没几个新人可以重用。傅海峰夺冠
后掩面落泪：“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
为这个队伍继续付出，我没时间了！”
傅海峰的精神令人感动，而功成名就
33 岁的他还想着为球队付出，也可
见中国羽毛球青黄不接的窘境。

本报讯 北京时间8月20日晚，
在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中，中
国选手谌龙以2：0（21：18/21：18）
击败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夺得冠
军。中国羽毛球实现奥运会男单三
连冠，谌龙也成为继吉新鹏和林丹
之后中国第三位羽毛球男单奥运冠
军，李宗伟则遗憾收获三连亚。这
块金牌也是中国军团在里约奥运会
的第23块金牌。

获胜那一刻，谌龙高举双手蹦
跳着庆祝，随即跪倒在地，用球衣
捂住脸，掩面而泣，随即趴在地上
痛哭。之后谌龙站起来，握拳怒
吼，双手指天。

谌龙赛后接受采访时，对林丹和
李宗伟表示了感谢。“我觉得首先要
感谢李宗伟还有林丹，他们两位是这
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员，教会了我很
多东西，而且也从最开始输给他们，

慢慢到能够赢他们，到这次能够拿
到奥运会冠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
个学习的过程。最后能战胜李宗
伟，拿到这块金牌，我真的挺开心。”

“我很尊敬李宗伟，他毕竟是34
岁，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我觉得我全力以赴才是对他最好的
尊重。我觉得我的压力释放得比他
更好一些。此外，他和林丹昨天大战
三局，我体能上肯定占一些优势。”

在铜牌争夺战中，林丹以1：2
不敌丹麦选手阿萨尔森，无缘奖牌。

赛后，林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于未来是否退役现在还没有下结
论，将在休息期间进行下一步计划
打算。

中国羽毛球队以2金1铜的成
绩结束了里约奥运会征程，这一成绩
也是中国羽毛球队自1996年亚特兰
大奥运会之后的最差成绩。（小新）

谌龙击败李宗伟夺羽球男单金牌

四届奥运会，三进决赛，两金一
银，33岁的中国羽毛球队男双名将
傅海峰诠释了老将的魅力和担当。

在19日的里约奥运会男双决赛
中，傅海峰和张楠挽救了两个赛点，
最终以2：1逆转战胜马来西亚组合
吴蔚升／陈伟强。在国羽混双、女双
和女单接连无缘决赛的情况下，为中
国羽毛球队带来了本届赛事的首枚
金牌。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傅海峰在说
到自己以后可能无法再为国效力时，
眼泪不能自已，好男儿真情流露。他
说：“我觉得这枚金牌很不容易，这个
舞台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不知道
以后还有没有时间为这个队伍付
出。”

其实，伦敦奥运会后，就有许多
人开始关心起林丹、蔡赟、傅海峰这
些国羽老将的退役问题。傅海峰曾
说：“毕竟打了那么多年球，对羽毛球
有一种情怀，如果现在要我放弃，舍
不得。”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份难以割
舍的情怀，他选择继续坚守。

“风云组合”在伦敦奥运会为中
国队首次夺得男双金牌。此后蔡赟
淡出国家队，傅海峰从2014年开始
和26岁的张楠搭档。现如今，两人
已经升至世界第三，但由于后者需要
兼项混双，且他们在奥运前没有太多
抢眼表现，这对组合在里约奥运之前
并不被外界看好。

“两年前和张楠配对时，我顶着
很多压力，因为毕竟要从零开始，就
像当初和蔡赟刚开始一样，奥运会前
2年我们才拿了3个冠军，还不足以
有资本来冲击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
压力挺大的，”傅海峰说。

傅海峰和张楠在里约的晋级之
路果然一波三折。小组赛最后一轮，

他们在头名争夺战中不敌吴蔚升／
陈伟强，只得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
线。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世界第四的
韩国劲敌金基正／金沙朗，他们在决
胜局挽救三个赛点才逆转取胜。

决赛中，张楠／傅
海峰又和吴蔚升／陈伟
强遭遇。狭路相逢勇者
胜，当对手在决胜局先
后获得两个赛点时，张
楠／傅海峰没有退缩，
反倒是对手因过于紧张
而在两个赛点发球失
误。

赛后，傅海峰霸气
地表示：“其实场上打的
就是一股信念。我时刻
提醒自己、赛
前我也时刻提
醒张楠：我们
就 是 奥 运 冠
军！我们不怕
谁！我们有底

气！”在竞争激烈、节奏极快的奥运男
双赛场，的确太需要傅海峰这种舍我
其谁的霸气。

作为奥运四朝元老，傅海峰对场
上的局面也有清晰的判断。四分之

一决赛对阵韩国组合金基正／金沙
朗，在先输一局、第二局大比分落后
时，他就对张楠说：“反正我们都输
了，无所谓，反而对手非常想赢得比
赛，越来越紧张。”最终，他们笑到了
最后。

经验、实力和毅力铸就了傅海
峰的成就，他的男双之路，堪称传
奇。展望未来，他坦言里约奥运会
可能是他在国际赛场的最后一场
比赛了，“要再参加奥运会已经不
太可能了，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如果能打到下一届，那我真是……
要拿着拐杖过来了”。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9日电）

老将的魅力和担当
——记国羽男双传奇傅海峰

北京时间8月20日凌晨，在里约奥运会田
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29岁的中国选手
刘虹在最后20米用完美的冲刺反超墨西哥队
的冈萨雷斯，以1小时28分35秒获得金牌。
刘虹实现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
的大满贯。中国另一名选手吕秀芝夺得铜牌。
图为刘虹冲过终点线后庆祝。 新华社发

田径女子20公里竞走

刘虹拼下金牌

美国 38 35 32 105
英国 25 22 14 61
中国 23 18 25 66
德国 16 9 14 39
俄罗斯 13 16 19 48
日本 12 8 21 41
法国 9 15 14 38
澳大利亚 8 11 10 29
意大利 8 11 6 25
荷兰 8 6 4 18

林丹不敌阿萨尔森无缘奖牌

傅海峰（右）/张
楠夺冠后拥抱。

新华社发

谌龙夺得男
单金牌后，身披
国旗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