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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 放 ，为 了 1 3 年 的 等 待 ！
记 中 国 赛 艇 四 朵“金 花”
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记者
公兵、周万鹏、赵焱）赢了！6 分 05 秒
13 ，
新的世界最好成绩！
崔晓桐、吕扬、张灵、陈云霞，
四朵
“金花”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绽放，夺
得东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赛艇比赛
金牌。
继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首获奥运
赛艇金牌后，历经 13 年的等待，中国
赛艇人终于再度摘金。赛场上金色的
阳光，
映衬着姑娘们灿烂的笑脸。
崔晓桐笑着说：
“教练常说，现在
不
‘折磨’
你，
‘折磨’
你的就是对手，这
场比赛下来，教练确实把我们‘折磨’
得不轻。
”
吕扬说：
“那些不容易只有我们自
己知道，拿到金牌，所有的不容易也都
变成了容易。
”
张灵说：
“这枚金牌对我们意义很
大，
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最想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做
到了，
拿到了这块金牌。
”
陈云霞则对教练张秀云说：
“辛苦
了，
好好休息一下。
”
经历不同、性格不同的四个姑娘
自 2019 年初开始配艇后，
便成了中国
赛艇队的“王牌”，所参加比赛无一失
手，
直至站上东京奥运会最高领奖台。
吕扬说：
“胜利一定是很开心的，
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背后经历了
多少，
付出了多少。
”

吕扬：解放自我
吕扬已经参加过一届奥运会，但
在里约，踌躇满志的她只获得女子双
人双桨第 11 名，甚至没能进入 A 组
决赛。这对于赛艇之路一直顺风顺水
的吕扬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
练赛艇四年，吕扬就拿到了个人
第一个全国冠军。不到 20 岁入选国
家队，吕扬可谓年少得意，
而里约之行
让吕扬真正成熟，
“经历过了，现在就
渐渐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不论是技
术上，还是情绪、心理上，遇到问题就
知道原因是什么，
要怎样去解决”。
这五年的备战，吕扬说最大的变
化是心理上的。之前因为起航弱，
总是
输给老对手荷兰队。为了练起航，
姑娘

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我觉得改双桨
挺难的，一直有发力不平衡的问题。
一下水坐在艇上其实艇是平的，但
我就总觉得自己是歪的。”崔晓桐
说，
“有时候可能大家没有这么想，
但我自己会觉得自己能力还不足，
可能会拖整条艇的后腿，所以我必
须比别人更努力。
”
曾经经历低谷的崔晓桐一度想
放弃赛艇，但她“纠结着，纠结着，也
就坚持下来了”。崔晓桐说自己最大
的特点就是哪怕心里有想法，但到
了训练场上就会一丝不苟完成教练
的计划，这也是张秀云最为看重的
品质。自从跟随张秀云改练双桨，崔
晓桐也找到了自己新的方向和目
标，
逐渐坐稳了这条冠军艇。

陈云霞：只能顶住，必
须顶住

7 月 28 日，中国队选手陈云霞、张灵、吕扬、崔晓桐（从左至右）庆祝夺金。

们与男子轻量级四人双桨组合一起训
练，从落后到反超，不仅是能力的提
升，更是自信心的积累。2019 年第一
次在世界杯上战胜荷兰，姑娘们发现
起航不再比对手差了，冠军也不再遥
不可及了。
“解放了自我”，
是吕扬最深
刻的感受。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
她们
可以完全释放自己的能量，她们有信
心战胜任何一个对手。
“所有的胜利，
与征服自己的胜利
比起来都微不足道。
”吕扬曾在微信朋
友圈写道。

张灵：力量担当
同样参加过里约奥运会的还有张

灵，24 岁的她是四个人中年纪最小
的，
却是在艇上时间最长的。进入国家
队半年，张灵就凭借努力成功上艇。
“那个时候能力不是特别好，
只能在二
号艇陪练，但是我一直没放弃，
最后打
桨位赛的时候，就有了上一号艇的机
会。为了配一条最好的四双，
队里来回
换人，我上艇试了感觉还行，
教练就给
了更多的机会，于是就这么定了去打
奥运会。
”张灵说。
在里约，女子四人双桨获得第六
名。
“那时候还是挺紧张的，毕竟我没
什么大赛经验，能力和别人比感觉也
还是差一点。最后我们只获得第六，还
是挺遗憾的。
”
时隔五年，张灵不再是那个怯生

“ 编 织 袋 少 年 ”的 逆 袭
7 月 28 日，石智勇在男子
举重 73 公斤级决赛中夺得冠
军。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记
者刘阳、林昊)16 年前，一个 11 岁的
广西少年，独自上路，到宁波闯天下。
一只大大的编织袋是他唯一的行囊。
16 年后的今天，这个少年已经成为两
届奥运会冠军，
在东京扬名天下！
他，就是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 73
公斤级比赛的冠军得主石智勇。
石智勇出生在广西桂林五通镇，
9 岁被教练挖掘开始在县体校练习举
重。刚练了两年，
石智勇遇到人生的转
折——
— 他无缘市体校试训，这意味着
在广西，
他的举重生涯已经戛然而止。
天无绝人之路，宁波体校教练李
东瑜回广西老家探亲，
一眼相中了“弃
料”石智勇。11 岁的少年坐了 20 多
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宁波。石智勇
回忆说：
“我当时就背了一个编织袋，
一个人上路。
”
初到宁波的石智勇对城市生活充满
了各种好奇，
他说自己是
“土包子进城”
。

生的小姑娘。她在艇上是二号位的动
力桨手，
“我的优势就是桨下力量，所
以挺适合二号位，我们用生物力学系
统测出来的曲线，我的每桨功率也是
最大的”。看似文静，
而且爱笑，
张灵在
比赛中却是十足的力量担当。奥运延
期的一年，为了补上自己的体能短板，
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自己加量，不
断提升能力。
“现在参赛就感觉自己能
放得开，
能掌控自己的状态和节奏。起
航就敢划，
大胆地划，
全力以赴去拼。
”

崔晓桐：天生的领桨手
备战五年，女子四人双桨的姑娘
们为的就是奥运金牌。冬训期间，
她们

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常常是清晨 6 点就在零摄氏度的千
岛湖上“摸黑”开始训练。主教练张秀
云说，虽然清晨看不清动作，
但是队员
们能够更好地感受拉桨的动作和发
力，
培养水感。水感对于赛艇运动员而
言非常重要，在四号位领桨的崔晓桐
水感和节奏感就特别好。
“应该说我对整条艇的节奏把握
比较好，所以我一直领桨，
划单桨的时
候也是领桨。”崔晓桐说。与其他队友
不同，她此前一直是单桨运动员，
转双
桨仅仅三年。
双桨要求运动员左右手各自控制
一支桨，完成转桨、拉桨的动作，操控
难度更高，对运动员的个人能力要求
也更高。从单桨改双桨，
崔晓桐付出了

四人艇的一号位对桨手的技术
要求最高，并且要维持艇上的平衡，
沉着冷静的陈云霞胜任这一位置。
在四个姑娘中，陈云霞稍显内
向，却最能吃苦，为了奥运金牌的目
标，训练课再高的强度、再大的量，
她都能咬牙完成。刚进国家队时她
划单人艇，与多人艇的队友要完成
相同的训练量。
“现在想想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坚持过来的。但是不管
多大的量，多大的强度，我都告诉自
己只能顶住，
必须顶住。
”
陈云霞是练了五年田径后才改
练赛艇的，这让她有着很好的身体
素质和体能储备，加上不服输的倔
强性格，尽管练赛艇的时间不长，她
的进步却非常快。
2017 年全运会预赛前，陈云
霞意外骨折，她选择了保守治疗，并
最终获得全运会女子单人双桨银
牌。2018 年亚运会，她获得女子单
人双桨金牌。正是出色的个人能力，
让她成为女子四人双桨这条冠军艇
上不可或缺的一员。
霸气的吕扬、爱笑的张灵、活泼
的崔晓桐、倔强的陈云霞，四朵“金
花”绽放海之森，铸就了中国赛艇新
的辉煌。

“ 病 秧 子 姑 娘 ”的 坚 持
7 月 27 日，陈芋汐（右）和张家齐
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在队友眼中，这个广西小子有些疯狂，
“举完杠铃像野人似的乱喊乱叫”
。
宁波是石智勇的福地，他在一年
后便进入省队，后来又在国家队崭露
头角，再后来成为里约奥运会男子 69
公斤级冠军，捍卫了中国队在该级别
多年来的荣耀。
但是，一切都没有看起来那么顺
利和光鲜。东京夺冠后，
石智勇向记者
们透露，6 月 23 日，也就是奥运会开
幕前一个月，他的左大腿在训练时意
外受伤，他当时坐在地上就没有起来，
竟然整整 17 天不能训练。
大战前受伤，这对好强的石智勇
来说无疑是意外的打击，他坦承自己
的情绪波动特别厉害。他说：
“教练组
对我还是充满信心，我们一起聊怎么
治疗的问题，最后通过按摩和针灸，
用
了十几天康复。
”
28 日，在奥运赛场上霸气夺冠
的石智勇似乎在比赛中没有任何对

手，这 5 年的奥运周期对他来说，
“独
孤求败”貌似已经成为常态，
但石智勇
不这么认为。他说：
“其实最大的挑战
就是奥运会延期。我的备战节奏打乱
了，
伤病就多。那种苦、那种煎熬、以及
伤病，
我只想一个人默默承受。
”
中国举重的标志性人物、同样两
届奥运冠军占旭刚也曾指导过石智
勇，
而后者受益匪浅，
他说：
“以前的师
父占旭刚跟我说过，
只要精神不崩、意
志不垮，你上台了，你就是奥运冠军，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上台了就是
疯子，什么也不管，只想拿金牌、只想
破纪录，
融入这个舞台。
”
回想 16 年前的那个背着编织袋
闯天下的少年，27 岁的石智勇想对
11 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当新华社记者
把这个问题抛给石智勇时，
他怔住了，
眼圈有些红了。他想了想说：
“我想告
诉他，你一定要努力，因为后来真的成
功了。
”

新华社上海 7 月 27 日电（记者
许东远）
“我们知道体育有多么艰苦，
也没有刻意培养女儿走上体育路。最
终还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未来也
要靠她自己去坚持。”27 日，在东京奥
运会女子双人 10 米台决赛中，中国
选手张家齐/陈芋汐以无可挑剔的零
失误，为中国跳水队拿下本届奥运会
的第二金。在上海籍选手陈芋汐的家
中，爸爸陈健在为女儿夺冠骄傲的同
时，
也心疼她一路走来的艰辛付出。
“小时候，她就说‘我要参加 2020
年的奥运会’。”父亲陈健和母亲董春
华回忆说，早在 2008 年，只有 3 岁的
陈芋汐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国歌，天
天看奥运会比赛，跟着电视里的选手
们一起唱国歌。
陈芋汐出生于体育世家，祖父陈
新熙曾是上海著名体操运动员，爸爸
陈健是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体
操高级教练，妈妈董春华是上海市体

育学院体教训练学院体操教研室的副
教授。
然而，出身体育世家的陈芋汐小
时候却是个“病秧子”。爸爸回忆道，
“别人感冒她发烧，别人发烧她住院。
有一次，幼儿园大班升国旗的时候，
她
就晕倒了。
”
为了增强孩子的体质，爸妈小时
候就把陈芋汐往体操房带，体操房成
了陈芋汐童年最多的记忆。
“她训练经常发烧。不是她不愿意
干了，而是她已经接近全力。”陈芋汐
的跳水启蒙教练金晓峰在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陈芋汐从小体质弱，
“一路走
来，
真的很努力，
也很刻苦。
”
陈芋汐从 7 岁左右由体操改练
跳水，教练就从游泳开始教她，
陈芋汐
学得很快，五六次就能游起来，
“她很
喜欢水，她和跳水是有缘分的。”说到
这儿，
金晓峰笑了。
对于陈芋汐的训练，金晓峰因材

施教，
“我对她的训练就是在她能够
接受的范围内给她增加一点点挑
战。”在家人和教练的悉心呵护下，
陈芋汐的竞技状态也在一天天
进步。
在陈芋汐出战东京奥运会期
间，金晓峰一直和她保持联络，
“因
为我就像她妈妈一样，她和我是比
较交心的。我从游泳开始一路送她
到上海队。今年还拿了世界冠军，就
像在做梦一样。
”
在陈芋汐夺冠之后，同为上海
籍的奥运会冠军吴敏霞也在第一时
间赶往陈芋汐家中送上了祝福：
“经
过双人赛之后，陈芋汐已经感受了
奥运会赛场的氛围。单人赛一场场
拼，把中国运动员的气场表现出来，
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希望
她继续加油！
”
陈芋汐将在 8 月 5 日参加跳
水女子单人 10 米台的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