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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战报：
中国队杨家玉夺得田径女子

20公里竞走比赛金牌；
中国队王凯华夺得田径男子

20公里竞走比赛金牌；
中国队夺得花样游泳集体项目

比赛金牌；
中国队昌雅妮/施廷懋夺得跳

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金牌；
中国队陈艾森/杨昊夺得跳水

男子双人10米跳台比赛金牌。
（苏建国整理）

●●●●● ● ●●●●●●● ● ●●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05分 印完4时05分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伟

版式设计：胡亚军

刊头书法：王 苹

本版图片：新华社发

滑板，是一项时尚的运动，如今深
受青少年喜爱。

滑板的诞生源自于另外一项极限
运动——冲浪。20世纪 50年代，在美
国西海岸的弄潮儿们喜欢在风口浪尖
上寻找乐趣，后来有人突发奇想，试图
将冲浪运动“陆地化”，滑板由此而生。

2016年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通过：
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项目
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从此，滑板比
赛成为奥运会的项目，正式“登堂入室”。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的赛场，自
然也就有了滑板比赛。这是滑板赛事
头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的大家庭中来。
今天，全部滑板比赛落下帷幕，中国队
在 4 项角逐中斩获一枚宝贵的铜牌。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能够和亚洲顶级高
手同场竞技的意义更为重大。看到对
手的实力从而去寻找差距，找准未来训
练和发展方向，才是更为现实的目标。

雅加达亚运会滑板项目共设有4枚
金牌，分别是男女碗池赛和街市赛，这也
是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本次中
国滑板队共派出7名队员参赛，幸运的是

他们全部进入到决赛。最终，由于实力上
的差距，只有张鑫在女子碗池赛中赢得一
枚宝贵的铜牌；她也是中国滑板队在雅加
达亚运会站上领奖台的第一人。

中国轮滑协会滑板项目主管曾冰峰
表示，日本队的滑板选手在亚洲属于绝对
的领先地位，“日本队已经做了5年的前
期准备，无论是群众基础、后备人才，还是
训练手段和比赛经验，他们都是亚洲顶级
水平，可以与世界顶级强队美国队一较高
下，因此在亚运会中基本没有对手。我们
中国队的水平在亚洲属于中等偏上，想要
拿金牌，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滑板被列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
赛项目，也为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带
来了契机。“滑板运动进入中国已有 20
多年历史，但在初期属于街头文化，和
街舞、涂鸦、小轮车一样都是部分青少
年在玩，发展主要还是靠民间力量。这
次进入奥运会后，政府、学校、各种商业
赞助和扶持全都进来了，和以前的发展
力度肯定不一样。”曾冰峰希望亚运会
后，中国滑板能够迎来一个爆发期。

4个项目，日本队斩获3枚金牌，其强

大实力显露无遗，还有一枚金牌被菲律宾
队夺得，中国队仅收获一枚铜牌。对此，
曾冰峰认为，这次亚运会之旅对于备战东
京奥运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亚运会，是东
京奥运会之前最好的一次练兵机会，至少
我们和世界级强队日本队同场竞技，亲眼

看到世界最高水平是什么样子。回去之
后，我们可以总结经验，寻找差距，更有针
对性地投入到训练中”。

亚运练兵，蓄力东京，期待中国滑
板队在2020年带来惊喜。

（本报雅加达8月29日电）

亚运会滑板比赛落幕，中国队仅斩获一枚铜牌，但与顶级高手同场竞技收获颇丰—

亚运练兵 蓄力东京
■本报记者 仇建辉

竞走的赛道上，中国军团向来不容
忽视。

从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陈定，到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的刘虹和王镇，中
国竞走队在奥运赛场每次都是摘金夺
银的大户，在亚运赛场斩金夺银更是家
常便饭。

当然，这两年日本选手的快速成
长，也给中国竞走队形成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日本即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前
夕，他们将很多项目列为突破的重点，
竞走就是其中之一。

亚运会的竞走比赛，此次中国队派
出切阳什姐、杨家玉两位世界顶尖高手
出战。切阳什姐是伦敦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的银牌得主，我军小将杨家玉
是这两年迅速崛起的实力派新秀。

比赛开始后，几位水平稍高的选手
在前面领走，包括中国队的切阳什姐和
杨家玉都处于第一集团。5公里之后，
中国队两位选手凭借超群的实力慢慢
甩开其他选手处于最前列。6公里处，
中国队两位选手用时 27分 20秒，日本
选手冈田久美子落后 9 秒紧随其后。
半程时，切阳什姐和杨家玉已经将领先
优势扩大到1分钟。

后半程，优势愈加明显，金牌之争
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切阳什姐
一直在前面领走，直到最后 50米时候
依然处于第一位。关键时刻，小将杨家
玉凭借超强的冲刺能力，反超队友第一
个抵达终点。杨家玉和切阳什姐都以
1小时 29分 15秒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撞
线。最后通过慢镜头确认，杨家玉略微
领先，夺得金牌；切阳什姐获得亚军；季
军被日本选手冈田久美子夺走，成绩是
1小时 34分 02秒。

身披国旗，露出甜美的笑容让大家
拍照，杨家玉在享受着自己的冠军时
刻。切阳什姐则趴在终点线后的栏杆
上，久久不愿起身，也许她不敢相信眼
前发生的一切，也许她不愿意面对自己
的又一个亚军。

切阳什姐成名已久，但或许是运气
不佳，每一次大赛她总是与冠军擦肩而
过。2011年的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太
仓站，切阳什姐一战成名，跻身世界一

流高手行列。2012年伦敦奥运会，她斩
获银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她表现不
佳仅获第五名，无缘领奖台。2015年北
京田径世锦赛，她遗憾缺席；2017年伦
敦世锦赛，她因伤未能成行。具备世界
一流高手的水平，纵横竞走界多年，无
奈就是没有冠军缘，总是差一步，这让
切阳什姐倍感压力。
“其实，切阳什姐的表现挺棒的，但

我的优势就是冲刺能力好，所以最后时
刻我抓住了机会。”杨家玉赛后直言自
己赢得很幸运。

来自八一田径队的杨家玉，是竞走
教练焦保忠多年悉心培养的一颗新星，
这两年凭借超群的实力迅速走进人们
的视野。看着得意弟子在雅加达问鼎，
焦保忠直言，“为她高兴，她今天表现得
很好，在这种艰难局面下拿到冠军很不
容易，展现出一名军人运动员顽强拼搏
的风采”。

2016年的黄山全国竞走大奖赛也
是里约奥运会的预选赛，当时只有 20
岁的杨家玉获得第三名，仅次于刘虹和
吕秀芝两位师姐，成为最大黑马。中国
竞走队考虑杨家玉的大赛经验不足，最
终没有将她列入里约奥运阵容，但带着
她一起到里约去感受奥运赛场氛围。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对我的

成长有很大帮助。”现在回忆起那段经
历，杨家玉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就
暗下决心，希望有朝一日能亲身上场去
比拼，而不是在场边为队友加油”。

进入到东京奥运会周期，杨家玉迎
来自己的爆发期——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杨家玉在
世界大赛首秀就加冕金牌，让五星红旗
在白金汉宫门前高高飘扬。天津全运
会上，杨家玉再次击败一众高手成功封
后。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她上演绝
杀，首夺亚运金牌。杨家玉的每一次出
场，都是后来居上，冲向最高领奖台。
她的卓越表现和出众能力，赢得一致认
可，被视为中国竞走队目前最具实力的
代表之一。
“拿到金牌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亚运会。今年我的整体实力不是
很好，发挥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
自己能够夺冠，杨家玉十分高兴，“因为
去年的大赛都比完了，我的体能状态不
是特别好，有些疲劳。今年主要以调整
训练为主，训练也不是很系统，所以亚
运会赛前，我就是希望和队友一起为中

国队守住金牌就好。”
切阳什姐显然也知道队友杨家玉

的特点，她很清楚如果自己不在前 16
公里确立很大的优势，最后时刻难保不
被小师妹超越。因此，她途中就试图提
速甩开身后所有人，但没有成功，杨家
玉先落后一段距离，最终慢慢地追了上
来，成功实现逆转。

谈及比赛的竞争，杨家玉说：“切阳
那段时间速度提得有点太快，我跟得有
点吃力，因为她是变速走，我就没有再
跟，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比赛，后
面找机会又慢慢追了上去。我取胜的
关键，在于心态比较放松。当然我始终
也没放弃对冠军的渴望。”

世锦赛冠军、全运会冠军、亚运会
冠军，三金在握，杨家玉的荣誉柜里似
乎就缺一个奥运冠军……

在记者的追问下，杨家玉笑着说：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肯定是重要目
标，目前所能做的就是踏实训练，我感
觉自己能力还是有欠缺，回去好好练，
一步一个脚印慢慢上台阶吧。”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过
去，初出茅庐的杨家玉只能算作一名竞
走世界里的挑战者，而现在，身为世界
冠军、亚洲冠军的她早已变成大家眼中

的中国竞走新“一姐”。杨家玉表示，胜
利和冠军只会激励她更加努力地训练，
去追求更远大的目标。

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将在武汉举
行。作为八一队的选手，杨家玉坦言：“出
战世界军人运动会，一直是我的梦想。如
能站上世军会的最高领奖台，那将是一种
无上荣誉，我会为之不懈努力。”

（本报雅加达8月29日电）

亚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中国队包揽冠亚军，我军选手杨家玉最后时刻成功逆转夺金—

杨家玉：目标在更远方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亚运会这台好戏，已经进入下半场。

刘湘打破女子50米仰泳的世界纪录和苏

炳添以9秒92的成绩勇夺百米跑冠军，是

本届亚运会当之无愧的两大亮点。

田径和游泳是综合运动会的核心竞

争内容，也是一切运动之母，因此有“得田

径、游泳者得天下”之说。刘湘和苏炳添

在游泳和田径中所创造的佳绩，其含金量

有目共睹。在这两大亮点的背后，都有些

什么样的故事？

在刘湘打破世界纪录之后，她的教练

何新中说，那是一件“预谋已久”的事情。

其理由是，用“仰泳协助带动自由泳”的训

练计划初见成效。

用“仰泳协助带动自由泳”，就是刘湘

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创新点。刘湘打破的

虽然不是自由泳纪录，但在平时训练中，打

破惯性思维，用仰泳来刺激并提高自由泳

成绩的创新思路，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

做法。有了这个敢为人先的创新做法，带

来的必将是比赛成绩的突飞猛进。

和刘湘一样，苏炳添在训练中也遭遇

了提高水平的瓶颈，无论怎么努力，一时

都难于突破10秒大关，也一直与综合运

动会百米冠军无缘。为了寻求新的突破，

苏炳添在去年全运会之后，毅然与过去的

训练模式告别。创新有时是很艰难的，也

是很痛苦的，但苏炳添咬牙坚持，耐得住

寂寞，在起跑时脚的角度、途中跑、冲刺等

多个环节，进行了痛苦的改变。终于，不

懈的创新努力，终于换得今年运动成绩的

大爆发。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赛场上力压群雄，

除了平时训练的创新，在比赛中的打法和

战法创新也非常重要。喜欢乒乓球的球

迷应该还记得，当年我军乒乓球选手王

皓，正是靠“直板横打”这一创新技术崭露

头角，最终登上了乒坛的巅峰。中国女排

能创造辉煌战绩，跟她们不断创新打法和

战术有关。主教练郎平指导球员演练的

“两点换三点”创新打法，在比赛中就一度

让对手一筹莫展，无所适从。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竞

技体育而言，创新是一个运动项目不断跃

上新台阶的不竭动力，是一名运动员或者

一支球队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核心竞争

力。无论是在训练中还是在比赛中，你的

创新水平和能力有多高，在与世界强手角

逐中的竞争力就有多大。相反，因循守

旧，故步自封，不思创新，迟早就会被别人

淘汰出局。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男足和

中国男排，相继在第一轮淘汰赛中就告负

出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金牌诚可贵，创新价更高。一名选手

和一支球队运动水平不断进步提高的过

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是一条

充满了坎坷的艰辛之路，没有捷径可走，

必须经过“容错迭代”才能浴火重生。希

望亚运健儿能积累更多创新能力，以更高

水准迎接未来奥运会的大考。

创
新
就
是
﹃
金
牌
银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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