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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枪，瞄准，射击……4秒内要完成
5次击发，除了技术能力外，在射击决赛
中，运动员比拼更多的是心理和意志品
质。

在今天的亚运会射击赛场，男子 25
米标准手枪速射的比拼中，中国射击队
的两位小伙子姚兆楠和林俊敏联袂出
战，结果两人双双表现出彩，包揽冠亚
军。其中，来自八一射击队的我军小将
姚兆楠以 34中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
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另一位中国
选手林俊敏，以 1中之差获得银牌。铜
牌被韩国名将金俊宏摘走。

男子 25 米标准手枪速射项目，是
我国的传统强项，此前在这一项目上
获得过不少荣誉。广州亚运会和仁川
亚运会，中国队都拿到了该项目的团
体金牌，但在个人赛的角逐中都意外
失手。

雅加达亚运会，该项目赛制实行了
改革，不再设置团体比拼。中国队派出
两位年轻小将林俊敏和姚兆楠参与个
人赛的争夺。林俊敏被看做是“希望之
星”，在 2018 年的射击世界杯美国站和
慕尼黑站中，两次站上男子 25 米标准
手枪速射的最高领奖台。我军小将姚
兆楠也颇被看好，此前在美国站曾拿下
亚军，在 2017 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曾勇
夺亚军，今年也凭借出色表现，成功入
选亚运会的参赛阵容。当然，两位中国
小伙的最大劲敌无疑就是集世界纪录
保持者和世锦赛冠军于一身的韩国选
手金俊宏。

今天的比赛，共有 25位选手参与资
格赛的角逐，争夺 6 个进入决赛的名

额。最终，世界纪录保持者、韩国选手
金俊宏以 589环位居首位，林俊敏和姚
兆楠分居二三位，东道主选手尤里安托
排名第四，还有另外两位越南选手潘从
敏、哈明什也顺利闯进了决赛的比拼。

经过激烈对抗，韩国选手金俊宏和
两位中国年轻小将进入了最后的奖牌
争夺战。决赛的第 7组射击，三人都打
出了 4中的成绩，结果姚兆楠以 30中领
先，林俊敏和金俊宏同为 29中，成绩并
列第二。双方只能通过加枪的方式，决
出谁是第三名。

意外的是，第一次加枪两人都是 5
中 3，只能继续加枪。第二次加赛，两人
又是同样的 5中 4，依然不分胜负。第三
次加枪，中国选手林俊敏打出 5中的好
成绩，将压力甩到了对手的一边。结
果，金俊宏只打出了 4中，以一枪之差获
得第三名。

剩下两位中国选手进行最后的冠
军争夺战。率先出场的林俊敏 5中 4，随
后出枪的姚兆楠也是 5中 4。这样，姚兆
楠以 34中的成绩加冕金牌，这个成绩也
打破了亚运会纪录。林俊敏以 33中斩
获亚军。

首次加冕大赛冠军的姚兆楠赛后
显得十分淡定，并没有过分激动，只是
简单地挥舞双手庆祝了下。“这是我第
一次拿下国际大赛的冠军，十分惊喜。
毕竟，韩国选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为
了获得胜利，我也是拼了。”姚兆楠赛后
颇为感慨地表示。

姚兆楠，1995年 8月 27日出生于山
东蓬莱，从小就是一名射击爱好者。
2014年，19岁的他加入原广州军区射击

队，师从李传林教练开始潜心学习射
击。

在李教练的悉心指导下，姚兆楠的
射击之路迅速取得突破。“对他的训练，
我一直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什么年纪就
练什么技术，包括拿到全国冠军后需要
加强对射击运动的思考和心态的训练，
我也提前灌输给他了。”李传林教练对
这位弟子颇为看好。
“2014年的时候，他刚来队里试训，

我很快就认定了这个小孩。他训练很
刻苦，更主要的是场外自律能力很强，
训练、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这种气
质真的很重要。”李传林教练坦言非常
看重队员的自律性。

在原广州军区射击队跟随李教练
磨砺几年后，姚兆楠迅速在全国比赛中
崭露头角。2015年全国射击总决赛，20
岁的他拿下个人季军，可谓是一战成
名。2017年全国射击总决赛，25米标准
手枪速射加冕冠军，并入选国家队。

赛场上的姚兆楠，总是非常专注，
全身心地投入比赛，看起来酷酷的，甚
至是赢得胜利也只是挥挥手，微笑着庆
祝。然而生活中的他，也具有活泼的一
面，经常与队友们打成一片。年纪轻轻
的他，还喜欢思考超越比赛的深刻问
题，比如射击比赛真正比拼的是什么？
技术、战术，还是心理等？
“2019 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武

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作为一名
军人，为军旗而战，我肯定全力以赴，就
一个字，拼。”成为亚运冠军后展望未
来，姚兆楠目光坚毅，信心十足。

（本报雅加达8月25日电）

雅加达亚运会男子25米标准手枪速射决赛，中国队包揽冠亚军——

我军小将姚兆楠勇夺金牌
■本报记者 仇建辉

本届亚运会时间已经过半，人们把

目光聚焦在雅加达的同时，也在感受着

体育与文化交融共进的魅力。

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展示一个国家文化特色、民族性格和精

神面貌的重要窗口。不同的国家，其传

统优势项目也各有特点。比如，本届亚

运会上的卡巴迪项目，国内观众对此了

解很少。媒体通过介绍卡巴迪的发展

历程，让观众了解了南亚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当地居民的运动喜好。而诸如武

术、空手道、跆拳道，这些比赛项目则很

容易让人联想到中日韩三国不同的文

化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健儿参

加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也

是向世界展示本民族文化的良好契机。

文化与体育，两者紧密联系，互相

影响。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体育则可以彰显这个国家和民

族的精神状态。今天，中国的体育事

业蓬勃发展，体育文化的理念、内涵深

入人心，全民健身广泛开展，体育产业

更是吸引了众多社会力量的积极参

与。体育事业的欣欣向荣正成为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

时，从北京奥运会等体育盛会的成功

举办，到中国健儿在国际体坛不断攀

登新的高峰，全世界也通过体育运动

这个窗口，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当代中国人积极进取、勇于开拓

的昂扬风貌。中华文化通过体育运动

这个纽带和平台，正不断扩大在全世

界的影响力。

长久以来，军事体育在我国的体

育事业发展格局中，一直占有重要地

位。军队运动员在世界赛场的表现，

不仅代表着我军形象，更是军事文化

传播的重要窗口。在本届亚运会男子

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我军选手惠子

程从刚开始的第六名，一路拼搏，后来

居上，逆转夺金。在亚运会射击赛场，

男子25米标准手枪速射的比拼中，来

自八一射击队的我军小将姚兆楠经过

激烈对抗，最终以34中的成绩打破亚

运会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

像惠子程、姚兆楠这样，在国际体育赛

事上，我军运动员屡创佳绩，展现出中

国军人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铁血风

采。他们威武帅气的军礼，成为赛场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奋力拼搏的

身影，生动诠释出强军文化的独特魅

力。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体育与文化交融共进。随着我国

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我们有理由相

信，文化繁荣与体育兴盛交相辉映，必

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动

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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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
流。在今天亚运会的龙舟比赛现场，观
众在两岸锣鼓喧天地为自己的队伍加
油助威，运动员更是全力出击，为取得
好成绩奋勇拼搏。

在今天进行的女子 200 米比赛
中，有 10 支队伍参与角逐。经过三轮
的比拼，最终中国队以 56秒 161 第一
个到达终点；东道主印尼队以 56 秒
817 紧随中国队之后夺得亚军；朝韩
联队以 56秒 851 的成绩夺得季军。朝
韩联队刚开始在比赛中一直展现出

良好势头，前半段还一度处于领先位
置，遗憾的是在最后时刻被挤到第三
位。这是朝韩代表团联合组队的项目
中取得的第一枚奖牌，也是朝鲜和韩
国体育史上的重要一刻。当天的颁奖
仪式上，本届亚运会第一次出现朝鲜
半岛旗。

这一战，对于中国队来说意义
非凡。2010 年广州亚运会上，龙舟首
次入选比赛项目。九江女子龙舟队
因为在国内选拔赛中不敌肇庆队，
错失了代表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的机

会；2014 年仁川亚运会上，龙舟并没
有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如今，时隔八
年龙舟再度归来，九江女子龙舟队
也终于赢得了代表中国队出征的机
会，她们将这视为“一次很重要为国
争光的机会”。

在困难中前行，巾帼不让须眉。中
国龙舟队领队尹国臣表示，这次亚运
会的比赛河道是为比赛而人工挖成
的，与巨港的穆西河相连，按照龙舟赛
规则来测量，赛道的水不深。队员在训
练中发现，临近终点时候水深不足 3

米。为此，队员们在整个赛程的桨频须
进行调整。此外，赛道中的横风问题，
也是队员们要克服的另一个困难因
素。中国队首次训练就是在 4级以上大
风里进行的。
“困难是相对的，也是公平的，因

为所有的队伍都要去面对。”尹国臣表
示，“很开心，我们的队员在比赛中表
现都不错。”当然，这也和这批队员年
龄结构比较合理有关。16名选手主要
以年轻队员为主，全队平均年龄在 26
岁左右。同时，队伍中也有经验丰富的
老队员压阵。年龄最大的是舵手潘惠
珠，今年已 51 岁，多次参加过世界大
赛，经验十分丰富。

龙舟运动，是一项众多划手齐心
协力的团队运动，不但是广州亚运
会、雅加达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还
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近年来，龙舟世锦赛、龙舟邀
请赛、中华龙舟大赛等各类龙舟赛事
风起云涌。当然，龙舟运动更远大的
目标是进入到奥运会的大家庭里。
“龙舟进奥运，肯定有难度。”中国龙
舟协会秘书长余汉桥表示，现在国际
奥委会“瘦身”愿望强烈，而龙舟又是
一个大的集体项目，“我们不是要取
代哪个项目，而是要以进奥运会为奋
斗目标”。

（本报雅加达8月25日电）

龙舟时隔8年再度入选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在首个比赛日里中国队斩获两金，

展现出非凡实力—

劈波斩浪赛龙舟
■樊智尧 本报记者 仇建辉

8月25日战报：

中国龙舟队夺得女子 200米龙
舟竞速比赛金牌；

中国队徐一璠、杨钊煊夺得女
子网球双打比赛金牌；

中国队张娅儒夺得女子 BMX
小轮车竞速赛比赛金牌；

中国龙舟队夺得男子 200米龙
舟竞速比赛金牌；

中国队姚兆楠夺得男子 25 米
标准手枪速射比赛金牌；

中国队罗娜夺得女子链球比赛
金牌。

（苏建国整理）

（截至北京时间8月26日00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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