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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甘 慧

几天前携手摘得男子双人 3
米板金牌的谢思埸和王宗源，昨天
组成双保险，向东京奥运会的男子
3米板冠军发起冲击。昨天下午的
这场男子 3 米板决赛，最终也成了
谢思埸和王宗源两人的巅峰对决，
谢思埸依靠更为稳定的发挥，战胜
19岁的小将王宗源，登上了奥运最
高领奖台。
比赛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跳。

排名前两位的谢思埸和王宗源都
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8 的动作。率
先登场的王宗源跳出了高水平，空
中姿态好，水花也完全压住了，这
一跳他拿到了 102.6 分的高分。最
后一个出场的谢思埸顶住压力，同
样高规格完成了最后一跳，也拿下
了 102.6 分。最终，谢思埸以

558.75 分夺冠，王宗源 534.9 分屈
居亚军。
夺冠之后，谢思埸非常激动，喜

极而泣。他因为伤病，从跳台转向跳
板。5年前，本有机会出战里约，实
现自己的奥运梦想，但是突如其来
的伤病，让他遗憾错失这次机会。而
这一等，就足足等了 5 年。谢思埸
说，“感谢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放弃自己。”
尽管王宗源在本场比赛中不敌

队友谢思埸，但是以其在本次东京
奥运会上的表现来看，这位年仅 19
岁的新星未来可期。东京奥运会延
期后，中国跳水队重启队内选拔赛，
王宗源在选拔赛中拿到了 609.55
的历史最高分。可以说，高难度和高
质量，是王宗源的标签。经过这次东
京奥运会的磨砺，这位颇有潜质的
小将必会越来越成熟。

晨报记者 王 嫣

昨天，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双
杠决赛，中国体操男队的邹敬园以
16.233 分夺得冠军，为中国体操拿
下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也是
中国代表团的第 31 金。另一位中
国选手尤浩获得第 4。
23 岁的邹敬园是东京奥运周

期内世界上最优秀的双杠选手，
2017年从青运会到世锦赛，凡邹敬
园参加的比赛金牌无一旁落。进入
2018年，邹敬园又将全国锦标赛和

亚运会的双杠金牌收入囊中。到了
多哈世锦赛，邹敬园更以“教科书
级别的动作”，在男团决赛中为中
国队贡献出 16.200 的罕见高分，为
中国队反超夺冠立下汗马功劳。也
成为世锦赛双杠项目，第 5 位蝉联
冠军的选手。日本体操传奇内村航
平称赞他的动作是“只有机器人才
能做出来的动作”。
东京奥运会的体操资格赛，邹

静园以 16.166 的高分排名第一；男
团决赛，邹敬园的双杠也曾拿到
15.466分，随队获得一枚男团铜牌。

晨报记者 王 嫣

昨天的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女
子平衡木决赛，年仅 16 岁的湖北
姑娘管晨辰出道即巅峰，第一次出
战世界大赛即成为了奥运会冠军。
队友唐茜靖获得亚军，而此前因心
理问题退出个人全能和多个单项决
赛的体操女王拜尔斯，在最后的平
衡木项目复出，获得一枚铜牌。
资格赛阶段，16 岁的管晨辰、

18 岁的唐茜靖分别以预赛第一名
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平衡木决赛，
中国体操队组成双保险冲冠。其中，
管晨辰预赛得分 14.933 分，遥遥领
先于其余选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
对手是美国队体操女王拜尔斯以及
她的队友苏妮莎。
平衡木项目是竞技体操最难比

的项目之一，失误概率非常大，东京

奥运会从个人全能到平衡木决赛，
落木、大晃屡见不鲜。唐茜靖第二个
上场，稳扎稳打拿到 14.233 分。第
三个登场的是拜尔斯，难度系数降
到 6.1，分数也没能超过唐茜靖，
14.000 分；苏妮莎·李一记大晃，日
本选手险些掉下器械，俄罗斯奥运
队选手动作串联出现了低级失误，
巴西选手也没站稳，在最后管晨辰
出场前，唐茜靖已经为中国体操锁
定了这枚金牌。
而压轴登场的管晨辰，今年奥运

会就为平衡木单项而来，她拥有世界
顶尖难度，最高成套的难度系数高达
7.1。女团资格赛，她也拿出了6.9的动
作，以14.933分列平衡木预赛第一。
此番决赛，没有夺金压力的管晨辰轻
松发挥，拿到 14.633 分，夺得金牌。
这也是中国女子体操继伦敦奥运会
后，再次在平衡木上包揽金银牌。

谢思埸男子 3米板夺冠后喜极而泣

中国代表团第 金3300

邹敬园男子体操双杠夺金

中国代表团第 金3311

管晨辰、唐茜靖包揽平衡木金银牌

中国代表团第 金3322

晨报讯 昨晚，在女子 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春雨跑出 1分 57秒，位列
第五，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奥运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此前，她在半决赛中以 1
分 59秒 14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决赛中又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 2秒。

晨报讯 昨晚在女子链球的决赛中，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王峥在第六掷
投掷出 77米 03，获得银牌。世界纪录保持者、波兰的沃洛达奇克 78 米 48 获得冠
军，实现奥运三连冠。波兰的科普隆 75 米 49 获得第三。值得一提的是，77 米 03
也是王峥的赛季个人最佳成绩。

创造中国选手最好成绩 王春雨八百米位列第五

刷新赛季最佳 王峥链球摘银

晨报记者 孙俊毅

8月 3日晚，在东京奥运会男
子 110米栏预赛中，上海选手谢文
骏以 13秒 51排名小组第四，晋级
半决赛。因为刘翔的存在，奥运会
男子 110 米栏对于中国体育迷来
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谢文骏作为
刘翔的师弟，更是备受关注。
在 3日晚的预赛中，谢文骏第

四组出场，他起跑并不算出色，最
终以 13 秒 51、领先第 5 名 0.02
秒的微弱优势拿下第 4名。根据规
则，预赛中每组前 4名直接晋级半
决赛，谢文骏惊险地挤进了半决
赛。赛后，谢文骏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前程还跑得不错，后程想加
速，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把握还不够
大。今年因为受伤，训练一直不系
统，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拼一下。”
不管怎样，谢文骏已经晋级半

决赛，超越了里约奥运会的成绩，
基本完成了本届奥运会上的目标。
2016 年里约奥运会，谢文骏在预
赛中仅跑出 13 秒 69，排名第 25
位，无缘半决赛。彼时，谢文骏接受
采访时遗憾地说：“其实，这几天
我的训练都挺不错的。人生能有几
个四年？下一届奥运会，我就 30 岁
了。”
2020 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推

迟了一年，当谢文骏重新站上奥运

会的这条赛道，他已经 31 岁。半决
赛中，谢文骏除了赛出成绩，更重
要的是要尽情享受比赛。奥运会男
子 110 米栏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
4日上午 10:00 开始。决赛则将于
5日上午 10:55 进行。
同一天，中国选手谢震业在男

子 200米半决赛中没能再进一步。
谢震业在第一组出场，他前 100米
跑得非常平稳，但后半程体能受到
影响，速度减缓，最终以 20 秒 45
通过终点线，获得了小组第七。尽
管止步半决赛，但谢震业也已经创
造了历史，他成为中国队历史上第
一个跑进奥运会男子 200 米半决
赛的选手。
接下来，谢震业还将和苏炳添

等人参加本届奥运会的男子 4×
100 米接力。

超越里约，谢文骏晋级男子 110米栏半决赛

“好好休息，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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