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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足球夏令营开营

东京论剑 江西六将上演尖峰时刻
李 征 实习生 苏 健

七月盛夏，骄
阳似火。

在 这 个 炎 热
的夏天，东京奥运
会终于要来了。

7 月 14 日，东
京奥运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名单出
炉，江西有 6 名运
动员将代表中国
征 战 奥 运 会 ，他
们 是 周 俐 君 、徐
诗晓、熊亚瑄、张
冬莲、彭建华和程
玉洁。

这些江西运动健儿中有退役又复出的
老队员，也有花儿初放的体坛小将，还有正
值当打之年的优秀运动员。

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举行，我
们希望每名江西健儿保持好心态，发挥最
佳竞技水准，在奥运舞台上绽放精彩。

周俐君 东京试锋芒
这是周俐君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在宜丰县土生土长的周俐君，9 岁进

入省体校学习跆拳道，后辗转北京体育大
学训练，运动生涯取得了多枚国内国际大
赛奖牌。

清瘦的脸庞，1.78米的身材，在亲朋好
友眼里，今年22岁的周俐君挺苗条。但这个
苗条女孩，在东京奥运会前就已徐徐展开自
己的奋斗画卷：2018年和2019年两次在世界
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女子57公斤以下
级决赛中，力克奥运双冠王、“猎头者”琼斯
夺得冠军，成功拿到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2019年8月获得世界跆拳道团体世界杯锦标
赛女子团体冠军；索菲亚大奖赛在与韩国名
将李雅琳的对抗中完胜……

近日，在国家队备战训练的周俐君表
示，自己状态良好，临近比赛感觉非常兴奋
和迫不及待，“我一定在赛场上全力以赴，
奋勇拼搏，争取让我们的国旗在东京的赛
场上高高升起！”

徐诗晓 为梦扬帆起航
东京奥运，女子划艇首次列入比赛项

目，徐诗晓与孙梦雅搭档，将参加女子双人
划艇500米项目的比赛。

9 岁的上饶铅山姑娘徐诗晓，是目前
中国女子划艇的领军人物。2007年起，她

连续多次获得全国冠军，成为一名优秀选
手。但由于女子划艇当时是新项目，未来
发展道路不明确，2013年徐诗晓选择了退
役。随着女子划艇项目进入东京奥运会，
她在 2017年复出，并通过刻苦训练，又在
短的时间内达到了很高水平。2019 年匈
牙利世界皮划艇锦标赛暨东京奥运资格赛
上，她和孙梦雅搭档，击败众多强劲对手，
夺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冠军世锦赛冠军
并获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2017年复出训练，2019年夺得世界冠
军，2021年全国冠军赛又轻松夺冠，夺冠成
绩比欧美对手要高很多，可以说徐诗晓具备
了站上奥运会领奖台的条件。她要做的，就
是永不停歇，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8月 7日是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划艇
500 米项目的决赛日，徐诗晓和孙梦雅组
合能否如期而至出现在决赛场地，令人期
待。

熊亚瑄 冷静女枪王
“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平时的比赛和训

练中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奥运会赛场上能
正常发挥。”3月 26日，国家步手枪射击队
东京奥运会最终选拔赛在广州进行了第四
场女子25米手枪决赛，安义县的25岁姑娘
熊亚瑄夺冠后冷静地说。

女子25米运动手枪比赛中，赛前排在
积分榜首位的熊亚瑄决赛中连续6轮打出
5 发 5 中的完美成绩，最终打出 44 中的决
赛成绩，大幅超出 40中的决赛世界纪录，
以总积分236分获得该项目的一个奥运参
赛席位。

据了解，2015 年到 2017 年，熊亚瑄连
续三年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同时获得
2017 年全运会银牌。2017 年年底入选国
家队，2019年巴西世界杯获个人第二。

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熊亚瑄是个十分刻苦努力的运动员，入
选国家队后心态逐渐成熟，自我要求也越
来越高。“2020年国家队封闭训练期间，熊
亚瑄腰伤复发，卧床治疗长达半个月，训练
成绩有所下降。但她仍不放弃对射击运动
的热爱，坚持训练，最终通过了严格而紧张
的选拔，并以绝对优势获得参加奥运会比
赛资格。”该负责人说。

张冬莲 老将再出发
张冬莲是景德镇昌江区走出来的射击

选手，曾以破团体世界纪录的成绩获世界
锦标赛团体冠军，还集全国射击冠军赛冠
军、全国射击总决赛冠军等多个冠军头衔
于一身。

2017 年第十三届全运会飞碟项目比
赛结束后，张冬莲从运动员岗位转至省射
击运动管理中心训竞科工作。怀着对射击
项目的热爱以及对奥运梦想的追求，2018
年张冬莲选择了复出。2018 年她在雅加
达亚运会获飞碟双向个人赛第五名，2019
年射击世界杯墨西哥站女子飞碟双向比赛
季军，并获得东京奥运席位。

今年 3月 26日，国家射击队东京奥运
会最终选拔赛在广州进行了第四个比赛日
的争夺。在女子飞碟的比赛中，张冬莲决
赛打出了 49中的好成绩，排名全国第二，
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张冬莲 2018 年复出来，承受的压力
也是比较大的。”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老运动员年龄体能伤
病的问题频发，一方面冲击奥运的理想信
念一直紧绷在心。该负责人认为，张冬莲
虽年龄偏大却是“财富”，具有丰富的把控
比赛经验。

不惧挑战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追逐
梦想。39岁老将，张冬莲加油！

彭建华 为梦想奔跑
他今年只有25岁，却是省田径史上首

位参加奥运会的马拉松运动员，他改写了
江西田径历史。

在教练肖丽的眼里他是“红孩儿”，他
亲切地称肖丽为奶奶。他叫彭建华，一个
为奥运梦想坚持奔跑的大男孩。

2014年，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铁
人三项队将彭建华选入，进行铁人三项训
练。2015年他开始从事中长跑项目训练，
2018年入选国家队，国家级运动健将。据

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彭建华训练自觉刻苦、作风顽强、意志
品质坚定，个人特点耐力好，奔跑能力强，
运动成绩提高较快。为备战东京奥运、西
安全运会，该中心聘请云南高级教练肖丽
执教，长期在云南呈贡（高原）基地训练，师
生配合默契、感情深厚。

“教练就像我奶奶一样，非常关心我，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对我的要求也特别
严。我很爱她，也非常感谢她！”在广州一
战成功达标后，彭建华第一时间就向教练
表达了感激。

“我带的运动员，是要冲出亚洲，走向
世界的。”肖丽毫不吝啬对爱徒的赞扬。
据了解，彭建华是肖丽教练带的第一个也
是唯一一个男队员。

在 8 月的奥运会马拉松赛场，年轻更
有拼劲的彭建华放手一搏，也许我们可以
有更多的期待。

程玉洁“小花”待绽放
采访程玉洁，还是在 2021全国游泳冠

军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前一周，当时她
就信心满满：“争取拿到奥运入场券！”

2021 年 5 月 4 日，在青岛进行的 2021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 100 米自由泳预
赛，程玉洁游出 54秒 44的成绩，获得第三
名。5 月 6 日，在女子 100 米自由泳决赛，
程玉洁游出53秒91成绩（破奥运A标）。6
月 1日，在西安进行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游泳项目测试赛暨东京奥运会补位赛女
子 100米自由泳决赛上，程玉洁以 53秒 76
的成绩夺冠，再次大幅度超过54秒38的奥
运 A 标。如今，程玉洁兑现了自己的承
诺。此次国家队游泳项目名单共有 30名
运动员，程玉洁将参加女子 4× 100自由泳
接力项目比赛。

程玉洁不到 10 岁时就入选省队接受
专业训练，成绩一直在不断进步。据省田
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付锋介绍，程
玉洁刚来省队时，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
专业队的训练和管理，经常哭鼻子给父母
打电话闹着要回去。“好在家长非常支持，
前两年经常周末从景德镇赶来队里看望
她、鼓励她。”付锋说，从一个懵懂、爱哭的
小女孩，成长为参加东京奥运的选手，队
员、家长、教练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
这只是起点，我们对程玉洁有着更高的目
标，更高的期望，希望她在世界泳坛有一席
之地。”

7月20日，在日本东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国际奥委
会第138次全会上发言。

当日，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表决通过，同意在奥林匹
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入“更团结”。

新华社发（IOC供图）

7月20日，大坂直美（右）在训练中。
当日，日本网球明星大坂直美在东京有明网球公园进行

赛前训练，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记者 戴天放摄

本报讯 （李征 实习生
王媛）7月20日上午，随着一
声哨响，“奔跑吧·赣鄱少年”
南昌市足球夏令营暨 2021
年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
普及活动在南昌八一体育场
正式启动。

来自南昌市各县区的
166名足球少年，将在为期 6

天的足球夏令营生活中挥
洒汗水收获成长。活动期
间，小学员们不仅能通过训
练和比赛提升足球技战术
水平，还将参加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如航模制作、射
击练习、观看革命历史题材
影片等，充分享受夏令营的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