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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载跳水生涯圆梦 戴利获奥运第一金
新华社记者 张 薇 周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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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妈”，再见！
——46岁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遗憾结束第八次奥运之旅

新华社记者 卢羡婷 叶 珊

▶7月25日，卢森堡队选手倪夏莲在比赛中。
当日，在日本东京体育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
项目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58岁的卢森堡老将倪
夏莲与17岁的韩国选手申裕斌上演了一场精彩对
决，双方鏖战七局。最终，申裕斌以4∶3战胜倪夏
莲。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乒乓球混双决赛遭日本组合逆转

许昕/刘诗雯痛失金牌

王蔷落败 女单金花悉数出局

当46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名将丘
索维金娜再次站在奥运会跳马赛台上，
每个人都希望她在东京续写世界体坛的
传奇故事。只是这一次，幸运的天平没
有再偏向这位伟大的“妈妈级”选手。

第一跳，落地时右脚踩出界外，
14.500分。

第二跳，依然是落地时的失误，
13.833分。

当大屏幕打出丘索维金娜的最终得
分，以及醒目的即时排名“11”，一切都结
束了。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东京的丘索维
金娜止步资格赛，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第
八届奥运会。

丘索维金娜转身走向教练，娇小的
身躯埋在教练宽阔的臂弯里，坚强的她
终究没有忍住奔涌而出的眼泪，此时的

丘索维金娜更像个需要疼爱的孩子。
东京有明体操馆里没有观众，却爆

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裁判、志愿
者、媒体工作者等，纷纷起立鼓掌，向这
位用一生诠释奥运精神的伟大运动员致
敬。掌声萦绕在体操馆的穹顶下，久久
没有停止。

“此前我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会
在资格赛中结束这次奥运之旅，但又不
可能完全做好准备。”丘索维金娜在赛后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心中有期待，
才会在梦想被现实击碎时失落，“我在体
操上花了很多时间，但现在剩下的时间
不多了。”

从 1992 年以独联体运动员身份参
赛，到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出战，再因为儿
子治病改为德国国籍，最终又恢复乌兹

别克斯坦国籍，丘索维金娜八战奥运会
的故事堪称传奇。

2002 年，丘索维金娜 3 岁的儿子被
查出患有白血病，她变卖家产、疯狂参
赛，希望通过比赛奖金来供儿子治病。

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医疗条
件，丘索维金娜转籍德国，代表德国出
战世界大赛。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丘
索维金娜夺得女子跳马银牌，回报了德
国 对 她 的 帮 助 ，那 一 年 她 已 经 33 岁
了。“你未痊愈，我不敢老”的故事感动
了无数人。

儿子病好之后，丘索维金娜依然选
择奋斗在赛场上，这一次支撑她继续向
前的，是对体操的热爱。“没有秘密。我
就是喜欢体操，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参加
比赛。这么多年我一直听从内心，坚持

运动，我喜欢体育，我知道它是什么，我
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46岁“高龄”的丘索维金娜站上自己
深爱的体操赛场，与跟自己儿子年纪相
仿的选手们同场竞技，她很享受这一过
程。擦干眼泪，丘索维金娜与簇拥而来
的各国年轻体操选手在赛场边合影，笑
容灿烂如前。

十指涂满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国旗的
蓝白绿指甲油，耳朵上戴着闪亮的耳钉，
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丘索维金娜依然
是世界体操界绽放的鲜花。

追求自我的道路上，年龄只是个数
字。丘索维金娜只是提前离开了东京奥
运会的赛场，人们依然期待与她的下一
次相见。“丘妈”，再见！

（新华社东京电）

▲7月25日，丘索维金娜在比赛后流泪。
当日，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资格赛在日本东京

有明体操体育馆进行，46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名
将丘索维金娜参与跳马单项的角逐，这是她第八次
参加奥运会。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27岁，已为人父。年少成名的戴利
7 月 26 日终于在自己的第四次奥运之
旅——东京奥运会拿到了他盼望已久的
金牌。

战胜强大的中国组合让身经百战的
他依然感觉难以置信。他含泪登上最高
领奖台：“我跳水 20年，终于把它挂在了
脖子上”。

战胜中国“梦之队”的高手，对戴利
而言并不陌生。2009 年罗马游泳世锦
赛，这位年仅 15岁的英国跳水“金童”横
空出世，一举摘得单人 10 米台冠军。8
年后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此前经历
了状态起起伏伏的他又一次收获高光时
刻，凭借近乎完美的表现将中国的奥运
冠军陈艾森挤到身后，再夺单人 10米台
金牌。

然而，之前三度出征奥运会，戴利都

没能登上巅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
他还只是英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那个稚
嫩少年。2012年伦敦本土作战，备受瞩
目的戴利收获单人 10米台铜牌。4年之
后的里约，戴利遭遇生涯低谷。他虽然
拿到一枚双人 10米台铜牌，但单人项目
无缘决赛。

“终于成为一名奥运冠军，特别是在
经历了里约个人项目的失望之后，这一
刻真是令人感觉难以置信。”戴利在与第
一次体验奥运的马蒂·李搭档获得 10米
台双人金牌后感叹。

决赛中，他们给未能完全展现真正
实力的中国队组合曹缘/陈艾森施加了
强大压力，第五跳后以 1.74 分的优势占
据头名位置。 最后一跳，戴利和队友出
色完成团身四周半，拿到 101.01 分的高
分。曹缘/陈艾森最终未能实现超越，英

国组合就此终结了中国队在这一项目的
奥运四连冠。

激动到赛后接受采访仍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激动到泪洒领奖台连国歌都
唱不出来，戴利在与跳水结缘20年后，把
最动情的感谢送给了一直支持他的家人
和朋友。

“我记得 2001 年时我去了一个本
地的跳水俱乐部，看着那里的人从跳
板上翻着跟头跃入水中，就觉得很酷，
然后也想试一试。”戴利说。紧接着的
一个周末，戴利就在爸爸的陪伴下又
一次去了俱乐部体验，自此没再停下
脚步。

“显然之后的这一路我都非常享受
跳水。我的爸爸会带我去每一次训练
课，无论比赛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会
尽可能陪我一起。但他 2011 年去世之

后，我真觉得有些寸步难行。他不再能
看着我赢得奖牌，更看不到我成家得
子。”

不过，家人的陪伴，一直都在。当官
方确认他可以第四次成行奥运，戴利把
自己的妈妈也带到了名单宣布仪式现
场，表示自己走到今天离不开周围人的
支持。里约的低谷之后，让儿子在电视
机前看自己在东京参赛则成为戴利坚持
的新动力。

“我知道很多人这次奥运会都不看
好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跳水
选手，但在马蒂的支持下我觉得自己备
战过程中心态强大到爆表。”

从“迷弟”到密友，23岁的马蒂·李陪
着戴利圆梦奥运金牌。接下来，戴利还
将在单人项目中放手一搏。

（新华社伦敦7月26日电）

东京奥运会允许运动员
在领奖台短暂摘口罩

新华社东京 7 月 26 日
电 （记者姬烨、丁文娴）国
际奥委会日前宣布，根据更
新后的防疫手册，东京奥运
会的奖牌得主可以在领奖
台短暂摘下口罩留影。

在经过科学分析之后，
奖牌得主可以在领奖台摘
掉口罩30秒，同时前三名也
可以戴上口罩在冠军的位
置合影。这是为了让运动
员职业生涯最珍贵的瞬间

可以被记录下来。
这一规定从 25 日开始

生效，具体要求如下：一是
在颁奖流程结束之后，将有
指示牌提示运动员摘掉口
罩，留在金银铜牌各自所在
的位置，摄影记者可以拍照
30秒；二是指示牌会提示运
动员重新戴好口罩；三是银
牌和铜牌得主可以站上冠
军的位置，三名运动员戴口
罩进行合影。

这是在日本东京“梦之大桥”拍摄的圣火台。
东京奥运会期间，东京湾“梦之大桥”上设置了圣火台，

吸引当地民众前来观看。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东京奥组委：感染新冠运动员
最快7天后可复赛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6
日电 （记者叶佳）东京奥组
委透露，感染新冠的运动员
在无症状情况下，隔离期满
并符合相关条件，最快 7 天
后可恢复上场参赛。

据日媒报道，在 25 日
下午的一场男足小组赛中，
17 日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两
名南非足球队员出现在南
非队与法国队的比赛中。
对此，东京奥组委解释说，
新冠无症状感染者满足以
下任何一个条件，均可恢复

参赛，即无症状且隔离满 10
天，或者无症状者在指定酒
店隔离满 6 天、且 6 天后间
隔 24 小时以上的连续两次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也
就是说，在检测出阳性后，
新冠无症状感染者最快 7
天后就可以上场比赛。不
过，东京奥组委同时强调，
处在隔离期的运动员不能
参赛。

截至 26 日，共有 148 名
与奥运会相关人士感染新冠
病毒，其中16人为运动员。

本报综合消息 7 月 26
日，东京奥运会网球女单第
二轮继续进行。中国金花
王蔷在比赛后半程连丢八
局，最终以3∶6、0∶6不敌7号

种子西班牙名将穆古鲁扎，
无缘更进一步。至此，中国
网球女子单打全部出局，本
届奥运网球赛场中国队只剩
下徐一璠/杨钊煊一对组合。

7月26日，王蔷在比赛前出场。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7月26日，许昕（左）/刘诗雯在比赛中。他们在混双决赛
不敌水谷隼/伊藤美诚，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本报综合消息 7 月 26
日，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
在东京体育馆结束了混双
决赛的争夺。头号种子、在
奥运会前创造了 38 胜 1 负
战绩的中国组合许昕/刘诗
雯，苦战 1 小时 17 分钟，在
大比分 2∶0 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手连扳 3 局，虽然中国
组合又胜一局并将比赛拖
进决胜局，但决胜局开局失
误过多，导致 0∶8 落后，最

终，他们以总比分3∶4（11∶5/
11∶7/8∶11/9∶11/9∶11/11∶6
和6∶11）遗憾负于2号种子、
东道主日本组合水谷隼/伊
藤美诚，痛失金牌。

作为世界乒坛的绝对
霸主，中国乒乓球队在过去
八届奥运会斩获28金，并且
实现了近三届奥运会包揽
所有金牌的壮举。在东京
奥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首
次成为奥运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