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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光
——邓佳琪拿下西安全运会江西首金的背后

李 征 实习生 王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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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 8月 8日落下帷幕，而当日又
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奥运赛场上，中国健
儿拼搏的精神、飒爽的身姿，圈粉无数。让我
们借此东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强身健体做最
美中国人。

全民健身，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中国人
的健康。身心健康才是最美，而获得健康的
制胜法宝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健身的机会无处不在。以忙碌为由，堵
住通向健康的途径，是因小失大。政府部门
和用人单位以及社区应推广工间操，提供运
动场地和器械；个人亦应合理安排时间，把健
身融入日常生活。

健身的手段无所不包。跑步、快走、跳
绳、游泳、瑜伽……户外室内静动结合，总
有一款适合你。网络如此发达，相关方面
应推广各类健身方法，树立标杆，让大家轻
松学习。

健身的方式重在科学。要想办法让更多
人动起来、更科学地参加适宜的体育活动，医
疗卫生机构、医学科研单位以及媒体等社会
各方面应持续科普，携手助力全民健身。

“迈开腿，管住嘴”，全民健身理念日渐深
入人心，践行者随处可见，活动形式日益丰
富。让我们做最美中国人，用全民健身的行
动打造一个健康中国。

（新华社北京电）

邓佳琪在跳水训练中。 李 征摄

这是8月9日拍摄的天塔灯光秀现场。
当晚，天津市地标建筑天塔被点亮，致敬刚刚结束东京

奥运会之旅的中国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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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山队球员费莱尼在进球后庆
祝。在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广
州赛区）第13轮比赛中，山东泰山队以3∶1战
胜广州城队。 新华社发

▲8月9日，长春亚泰队球员谭龙（右）
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当日，在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
联赛第一阶段（苏州赛区）第13轮比赛中，
长春亚泰队以3∶0战胜河北队。

新华社发（史 康摄）

7月13日，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
邓佳琪镇定地站在10米台上，干脆利

落地完成了最后一跳——207C。
“身体打开时机选择恰当，空中身体控

制能力强，打开入水动作稳定性好。”江西
跳水队总教练薛斌心里想，这块金牌稳了。

总分344.70分！13岁的邓佳琪获U14
组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冠军，拿下西安全运
会江西代表团首金！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个小冠军，了解到
这块金牌幕后的故事。

逆转 夺江西首金
掀开江西跳水队训练馆大门的幕帘，

馆内弥漫着消毒水味，映入记者眼帘的是
跳板和跳台上翻腾跳跃的运动员们，湛蓝
的泳池里不时地溅出几朵漂亮的水花。

从西安回到南昌，邓佳琪未作休整，第
一时间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站在跳板上
的邓佳琪分明还是个孩子：个子不高，皮肤
稍黑，留着男孩般的短发。她把毛巾娴熟
地夹在两只脚踝间，脚蹬跳板奋力一跳，空
中翻腾姿态优美，“啪”一声又像小鱼一样
钻入水里。上岸后，邓佳琪用毛巾简单擦
拭身体上的水，再次走向跳板，翻腾入水。
每天的水上训练，这些动作要重复近百次。

趁着训练间隙，记者和邓佳琪聊了起
来，谈及夺冠，她显得十分谦虚。“开始我
都没想过能拿冠军，因为其他运动员都好
厉害。”邓佳琪说。其实邓佳琪预赛的状
态并不好，她是以第九名的成绩进入到决
赛的。

决赛中，邓佳琪每一次站上跳台前都
会努力回想教练的话，动作要领、注意事项
就像电影一样在她的小脑袋里迅速播放。
虽然自己的教练黄萍因事无法陪同到比赛
现场，但总教练薛斌一直陪在邓佳琪的身
边，他像是定海神针，让邓佳琪心里有了底
气。最终邓佳琪完成了逆转，总分 344.70
分实现夺冠。

亲情 教练像“妈妈”
“我要感谢教练，她培养我 6年了，比

和我爸妈在一起的时间都要久。她就像妈
妈一样照顾我。”邓佳琪的话简单朴实。
2019年至2021年，邓佳琪快三年没有回安
义老家了，若不是教练黄萍的不断鼓励和
支持，她可能很早就放弃了这个项目，用她
的话来说就是“太苦了”。

在黄萍眼里，邓佳琪是个有灵气、懂事
能吃苦的孩子。“佳琪是从体操队转过来
的，当时才 7岁。她的父母一直在外地打
工，所以一直待在我身边，就像自己的女
儿。”黄萍说。2019年11月，黄萍生病住院
请了一个月的假。出院后的黄萍回到训练
馆，邓佳琪给了“妈妈”一个有力的拥抱：

“你终于回来了，你干嘛去了？我好想你，
你没事吧？”孩子一连串的关心，让黄萍眼
眶湿润了。

心里爱佳琪，训练要求仍十分严苛，这
就是黄萍，也是她对每个队员的要求。“这

次她能夺冠我没有想到。”
黄萍坦言，比赛前家里出
了状况，她无法陪同邓佳琪
去西安比赛现场。“平时训
练我会刻意去提醒她，当我
不在现场该怎么跳。每次
模拟比赛应该注意什么，重
点做好哪方面，我会要求佳
琪跟我讲，说不到位的地方
我再来补充。她这方面经
过了锻炼，真正到了比赛发
挥会好一点。”黄萍分析。

期待 创更多佳绩
许艳梅、彭勃，江西跳水历史上闪亮的

名字。但是继彭勃之后，江西跳水项目一
直处于沉寂状态。最近一次夺牌是在
2017 年第十三届全运会，胡子杰、岳琪拿
下了男子双人3米跳板铜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9月中旬在西安
正式开幕，本届全运会跳水U14组比赛是
开幕式前提前举行的比赛项目之一，也是
第十四届全运会首个开赛的竞技类项目。
2004年雅典奥运会彭勃获得3米板冠军并
计入2005年全运会江西金牌榜后，江西跳
水在全运会金牌榜上再无建树。邓佳琪这
块跳水金牌，让江西足足等了 16年，其分
量和意义不言而喻。这次比赛，不仅是对
江西省代表队青年队员训练成果的检阅，
也为国家跳水项目挖掘选拔优秀梯队人
才、备战巴黎奥运会提供了平台。

“这块金牌带给江西跳水队队员尤其
是年轻队员以巨大的鼓舞。”薛斌说，江西
跳水项目一直渴望再写辉煌，这块金牌就
是希望的光。

任何一枚金牌，都是拼搏、汗水、努力、
坚持的结晶。江西跳水队运动员每天都要
经历陆地力量训练到跳台、板的水上训练，
一天下来上下台、板到入水近百次，加上跳
水是训练周期比较长的项目，一般要8年到
12年才能出成绩。所以，邓佳琪这块金牌来
之不易。“除了刻苦训练，还有教练员对业务
的钻研以及后勤保障工作的完善，包括设备
器材、场地、科技助训等，这都给运动员竞技
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帮助。”薛斌说。

据了解，江西跳水队将派出10名运动
员参加今年9月第十四届全运会跳水项目
成年组的比赛，邓佳琪、刘佳丹两个 13岁
小将也在大名单中。希望我们的跳水运动
员能再创佳绩，续写辉煌。

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吴俊宽）8月7日，神舟
十二号的三名航天员通过
视频的方式，对参加东京奥
运会的中国体育健儿表达
了祝福。在奥运赛场上创
造佳绩的中国田径运动员
巩立姣、苏炳添 9 日也以视
频的形式与航天英雄进行
跨越天地的隔空互动。

7 日，聂海胜、刘伯明、
汤洪波三位航天员在空间
站中通过视频发回奥运会
观赛感受。他们表示，收看
奥运会为他们的太空生活
增添了很多乐趣。中国运
动健儿挑战自我，取得了很
多优异的成绩，创造了很多
新的纪录，振奋了国人的自
豪感和荣誉感。

在东京奥运会赢得女
子铅球金牌的巩立姣说：

“看了外太空的三位宇航员
的奥运会观后感，我非常感
动，也祝他们在外太空一切
都好。等他们回来之后，我
希望和他们一起探讨在不
同环境中的运动心得。我

们都是在不同领域向世界
展示中国，我也会继续在自
己的本职岗位发光发热，为
建设体育强国做出自己的
贡献。加油！”

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
上创造了 9秒 83的男子 100
米亚洲纪录，成为第一个闯
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
中国运动员。他在视频互
动中说：“感谢三位宇航员
的祝福，你们在天上的守护
和指引，是我们中国健儿步
向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我们国家步向更强大和
繁荣的保障，但愿我与各位
宇航员们共同努力，再创佳
绩！”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于 6 月 17 日发射升空。当
天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
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
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
自己的空间站。在奥运会
比赛期间，地面的电视转播
信号通过卫星传输到空间
站核心舱，让航天员们可以
实时收看到奥运会的比赛。

隋文静/韩聪
双人滑世界排名登顶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
电 （记者李嘉、张寒）根据国
际滑联官网北京时间 9 日公
布的世界排名，中国双人滑
名将隋文静/韩聪位居榜首，
彭程/金杨排在第三。

国际滑联的世界排名由
选手当前赛季和前两个赛季
国际比赛的成绩综合决定，
奥运会、世锦赛、花滑大奖赛
等成绩都计算在内。

平昌冬奥会亚军组合隋
文静/韩聪凭借2020-2021赛
季世锦赛亚军、2019-2020赛
季四大洲花滑锦标赛冠军以
及花滑大奖赛的好成绩稳居
世界第一。他们曾两获世锦
赛冠军，是冲击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金牌的热门组合。两
人目前正忙碌地备战北京冬
奥会。

随着 8 日东京奥运会闭
幕，韩聪9日在微博上展望了
进入倒计时的北京冬奥会，
他说：“从炙热的盛夏，到呼
啸的冰雪，不变的是每一位
运动员心中的奥运精神。此
刻，我与隋文静仍在冰场上
夜以继日地训练，以追求更
好的成绩，期待在北京开启
我们的新篇章。”

新科世界冠军、俄罗斯年
轻组合米什娜/加利亚莫夫目
前积分排在世界第二，他们在
2021年斯德哥尔摩花滑世锦
赛上以1.88分优势战胜了隋/
韩，两人也是北京冬奥会上中
国组合的主要竞争对手。

彭程/金杨近年来逐渐
成熟，和隋/韩一起组成了中
国双人滑的双保险，两人是
2021年世锦赛第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