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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档同心，其利断金。 27 日，中国

在三个双人项目上摘金， 女篮表

现提振军心， 三人篮球女队挺进

四强， 五人制女篮大比分取胜迎

来“开门红” 。 赛场外，天气成为

疫情外又一困扰组委会的因素。

一些户外项目受到台风影响，在

千叶县举行的冲浪项目则加快赛

程， 奥运史上第一块冲浪金牌

“提前” 产生。

射击项目一日双响， 上午率

先开赛的 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赛中， 中国选手庞伟和姜冉馨

16:14 击败俄罗斯组合夺冠，这

也是老将庞伟时隔 13 年后再次

在奥运会上摘金。 而他和姜冉馨

在此前进行的个人赛中均分别

获得了铜牌，此番夺金可谓“双

铜合璧，锻造一金” 。

随后的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决赛中，中国队则是“杨杨” 得意，

杨倩、杨皓然组合再添一金。 此前

在女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赛中射落

本届奥运首金的杨倩，也达成了一

届奥运会上独揽双金的成就。

跳水“梦之队” 未受前一日

失金的影响，“00 后” 组合陈芋

汐 / 张家齐问鼎女子双人十米台

冠军。两人五轮得分均列第一，表

现堪称无懈可击。 中国队也实现

了在这个项目上的六连冠。

女篮高奏凯歌。 五人制赛场

上，中国女篮迎来小组赛首秀，42

分大胜波多黎各，迎来奥运“开

门红” 。 三人篮球女队先轻取蒙

古国队出线， 晚间又以 19:13 力

克意大利杀入四强， 队员王丽丽

更是凭借此役独得 11 分的表现

登上热搜。

三人篮球是本届奥运会篮球

大项下的新项目，28 日将决出

男、女两块金牌。已在循环赛阶段

展现出硬朗作风和稳健实力的中

国女队，有可能创造历史。

三大球有喜也有忧， 继首场

负于土耳其后，中国以又一个 0:3

负于美国，遭遇小组赛两连败。重

炮手朱婷的手腕伤势仍有较大影

响， 但她在比赛中仍贡献了全队

最高的 18 分。 女足在晚间 2:8 大

比分负于 2019 年世界杯亚军荷

兰， 三人篮球男队在出线关键之

战中 16:21 不敌日本， 就此结束

了本次奥运征程。

跆拳道项目当日完赛，中国队

只获得一枚铜牌；传统强队韩国也

无金牌入账，仅带走一银两铜。

中国台北队 27 日收获首金。

女子举重 59 公斤级比赛中，三项

世界纪录保持者郭婞淳以 236 公

斤轻松夺冠，领先亚军 19 公斤之

多。但赛后，郭婞淳却因为没破世

界纪录把自己气哭了。

另一赛场上的有趣一幕出现

在公路自行车决赛， 项目前三名

均被瑞士选手包揽， 这也是本届

奥运会首次出现颁奖典礼升起三

面相同国旗的场景。

东道主当日继续强势表现。

日本垒球队 2:0 战胜美国， 夺得

垒球时隔 13 年重返奥运后的这

枚金牌，目前日本以 10 枚金牌排

在金牌榜榜首。 中国以 9 金 5 银

7 铜位列第三。

但东道主也有烦恼。 虽乒乓

球混双金牌热度犹在， 被寄予厚

望的张本智和与丹羽孝希两名日

本男单球员均倒在八强门外。 中

国男单的樊振东、 马龙和女单的

陈梦、孙颖莎全部晋级八强。

烦恼的还有美国女子体操队。

当日的团体决赛中，队中名将拜尔

斯比赛中途“因医疗问题” 退赛，

俄罗斯夺冠，中国队仅位列第七。

赛场外，台风来袭，虽破坏力

有限， 但也使得水上项目纷纷受

到影响。 帆船帆板当天开赛的女

子 49 人级赛事中，包括里约奥运

会亚军新西兰队在内的多只船发

生倾覆，被取消成绩。还有船队没

有到达指定启航区。 所幸中国队

安全完赛，成绩暂列第 19 名。

不过，原定于 28 日进行决赛

的冲浪项目也因此提前一天完

赛。在千叶县的风浪中，巴西选手

费雷拉和美国选手摩尔分获男女

项目冠军， 成为各自项目上首位

奥运冠军。

而新冠肺炎疫情也依旧“抢

戏” 。 日本东京都政府 27 日宣

布， 东京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病例 2848 人， 创历史最高纪

录。 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傍晚就

此表示“将保持强烈警惕以防疫

情扩散” ， 同时否认了东京奥运

会停办的可能性。截至目前，东京

奥组委公布的奥运相关人员新冠

感染病例累计为 1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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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晚，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王

丽丽因对阵意大利独得 11 分的

表现冲上热搜。 28 日，她和队友

们将力争迈向新的里程碑，站上

东京奥运会领奖台。 跳水馆中国

男队二度出战，举重场中国男举

再次出击， 他们的目标都是冠

军。 此外，在赛艇、体操、游泳等

项目上中国队也有冲牌实力。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用成

绩证明，她们不仅有颜值，更有

实力。 28 日的半决赛， 中国队

将迎战单循环赛曾输过的俄罗

斯队。 当日三人篮球两枚金牌

都将决出， 中国女队有望站上

领奖台。

里约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获

得 7金，唯一旁落的就是男子双人

三米板。 王宗源 /谢思埸将在 28

日参加这一项目的角逐，他们不仅

希望重夺这枚金牌，还肩负着为中

国男子跳水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

的重任。对里约奥运会冠军石智勇

来说，虽然级别变了，但他在奥运

赛场夺冠的决心不变，作为男子举

重 73 公斤级三项世界纪录保持

者，石智勇在赛场上的对手恐怕只

有自己。中国队还将在体操男子个

人全能项目上全力冲金，肖若腾和

孙炜将与实力强劲的日本、俄罗斯

选手一拼高下。

赛艇 28 日将决出 6 金，是当

日金牌数最多的项目。 中国队在

女子四人双桨、 男子双人双桨和

女子四人单桨三个项目有冲金实

力， 其中女子四人双桨项目中国

队是不遑多让的头号夺冠热门。

游泳也将决出 5 金， 中国队

在多个项目上有冲牌实力， 张雨

霏则将出战女子 200 米蝶泳半决

赛。 手握 400 米、800 米和 1500

米三项女子自由泳世界纪录的美

国名将莱德茨基， 将在 200 米自

由泳和 1500 米自由泳决赛中冲

击自己的本届奥运会首金。

东京奥运会 28 日将在游

泳、赛艇、体操、跳水、举重、三人

篮球、马术、橄榄球等项目上决

出 23 枚金牌。 男子足球 28 日将

结束小组赛争夺。 羽毛球、乒乓

球都将继续单项角逐，其中羽毛

球混双和乒乓球男、女单打都将

决出四强。

中国昨在三个双人项目上摘金

中国代表团今日看点：

三人女篮冲奖牌

男子跳水再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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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 27日结束女足小组赛

争夺，面对 2019 年世界杯亚军

荷兰队，中国女足 2 :8 惨败，小

组垫底出局。 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贾秀全表示，女足的崛起

和复兴需要几代人努力。

贾秀全首先对小组赛进行

了总结 ：“三场比赛我觉得新

老队员都得到了锻炼 ， 本身这

次参加比赛， 对我们亚洲球队

就是一次学习和检验的机会，

三场比赛有收获、有问题。 ” 贾

秀全说， 奥运会汇聚了世界最

好的球队， 对中国女足来说 ，

没被挡在门外， 不被世界女足

进步潮流落下太多， 就是一种

收获。

贾秀全说， 如果没有参加奥

运会， 没有大赛实战的检验和锻

炼， 其他亚洲球队经过了这种锻

炼，可能进步更快。这次新老队员

都得到了锻炼，获得了出场机会，

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 对中国女

足发展也很重要。

贾秀全说 ， 自己执教三年

来， 目标一直是让中国女足不

要掉队， 不要被世界强队落下

太多，“中国女足的复兴不是一

个教练、 一个教练组能够改变

的， 女足的复兴和崛起要经过

几代人，包括国家队、青训 、联

赛等。 ”

当有记者问到， 后卫出身

的他， 在看到队伍丢球有何评

价时，贾秀全表示，三场比赛刚

打完，还没来得及消化，攻与防

从来是一体的， 进攻与防守端

出的问题正是要总结之处。“比

赛踢 得不 好 ， 主 教 练 承 担 责

任。 ” 贾秀全第三次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

有记者问贾秀全是否会辞

职，他表示，还没想到这一步，首

先是去尽快总结。

贾秀全：女足复兴需几代人努力

7 月 27 日， 在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女子组四分之一决赛中，中

国队以 19 比 13 战胜意大利队。 图为中国队球员王丽丽（右）上篮。

新华 / 传真

7 月 27 日，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芋汐 / 张家齐夺得冠军，中国

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六连冠。 图为陈芋汐 / 张家齐在比赛中。 新华 /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