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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攬女子10米跳台冠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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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芋汐險勝全紅嬋0.3分衛冕
【 大 公 報 訊 】 據 新 華 社 報 道 ： 2022
布達佩斯游
泳世錦賽 日進行了女子 米跳台決賽，奧運冠軍
陳芋汐和全紅嬋包攬冠、亞軍，兩人之間總分差只
有 0.3
分。中國選手包攬金、銀牌不出意料，唯一懸
念是兩位小將誰能更勝一籌。東京奧運會該項目角
逐中，全紅嬋力壓陳芋汐奪冠，此次世錦賽上兩人
名次互換。

良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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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截至6月28日
◀陳芋汐（右）與全紅嬋在頒獎儀
式後合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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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芋汐出生日期／籍貫：
2005年9月11日（16歲）／上海

陳芋汐、全紅嬋小檔案

全紅嬋出生日期／籍貫：

2007年3月28日（15歲）／廣東湛江

▲冠軍陳芋汐在比賽中
冠軍陳芋汐在比賽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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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芋汐所奪取主要獎項：
•2022年布達佩斯
世錦賽女子10米跳台金牌

預賽和準決賽中，陳芋汐總分
保持領先。決賽前兩跳下來，全紅
嬋領先，第三跳207C出現失誤，
入水姿態不佳，陳芋汐反超至第
一。最後兩跳，陳芋汐動作也出現
瑕疵，最終以417.25分奪冠。全紅
嬋 僅 落 後 0.3 分 ， 以 416.95 分 摘
銀。馬來西亞選手潘德莉拉．帕姆
格以338.85分獲得銅牌。
作為2019年光州世錦賽該項
目冠軍，現年16歲的陳芋汐成功實
現衛冕。
「兩次世錦賽冠軍感受完全不
同。上次奪冠時，對世錦賽還沒有
太多概念，經過世錦賽、奧運會大
賽歷練後，更加理解這樣的金牌對
我來說的意義。」 陳芋汐說， 「說
實話，我自認為這次不如上一次世

錦賽奪冠時的狀態好。」
儘管在現場觀眾看來，陳芋汐
發揮無可挑剔，但她對自己表現仍
不夠滿意。 「比賽發揮並不完美，
一套動作下來有些瑕疵，特別最後
兩跳有些失誤，希望自己能發揮更
好，動作保持更穩定。」
對於兩人緊咬的比分，陳芋汐
表示並沒有太在意分差。 「我只想
着動作要領，跳好我的動作。」

全紅嬋坦言有壓力
作為東京奧運會該項目冠軍，
年僅15歲的全紅嬋坦言感到實實在
在的壓力。 「感覺受到很多關注，
今天現場氣氛特別熱烈。比賽中有
那麼一瞬間想得有點兒多，第三跳
以後就沒有分散注意力了。我覺得

自 己 狀 態 很 好 ， 就 是 207C 差 一
些，以後繼續努力練吧。」 全紅嬋
說。
在女子10米跳台項目歷史上，
世界上只有兩位運動員以奧運冠軍
的身份奪得接下來一屆世錦賽的冠
軍，其中一人是伏明霞（1992年
巴塞羅那奧運會和1994年羅馬世
錦賽）。全紅嬋與這一紀錄失之交
臂。接下來，全紅嬋和陳芋汐還將
搭檔參加女子雙人10米台比賽。
「這種既是搭檔、又是對手的
感覺很難描述。我倆是良性競爭，
有競爭才有前進動力。如果待在舒
適區，就找不到下一個目標。雙人
10米台，希望我倆把壓力轉換成動
力，跳出正常水平就可以。」 陳芋
汐說。

•2021年東京奧運
女子雙人10米跳台金牌
•2021年東京奧運
女子10米跳台銀牌
•2019年光州世錦賽
女子10米跳台金牌

全紅嬋所奪取主要獎項：
•2022年布達佩斯
世錦賽女子10米跳台銀牌
•2021年東京奧運
女子10米跳台金牌

▲亞軍全紅嬋在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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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芋汐（前）感謝現場觀眾的支持。

法新社



中國隊跆拳道亞錦賽勇奪3金

中
▲國跆拳道隊名將宋兆祥。

下級金牌，為中國隊取得 「開門
紅」 ，王肖璐、肖晨鳴分別獲得女
子53公斤以下級和男子68公斤以
下級銅牌；第二比賽日，郭清獲得
女子49公斤以下級金牌；第三比
賽日，宋兆祥獲得男子87公斤以
上級金牌，周澤琪獲得女子73公
斤以上級銀牌。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體操
協會27日消息，第13屆亞洲藝術體操錦標賽
日前在泰國芭堤雅落幕。在收官日進行的單
項決賽中，此前拿到個人全能銅牌的趙雅婷
繼續出色發揮，收穫圈操和帶操銅牌。中國
藝術體操隊個人組在新奧運周期的首場國際
比賽中拿到三枚獎牌，順利完成本次比賽任
務。

將參加春川公開賽

獲世錦賽滿額參賽席位

本周，中國隊還將派出多名運
動員參加2022年春川公開賽，這
將是他們巴黎奧運周期第一階段國
際賽之旅的最後一站。

本次亞錦賽，中國藝術體操隊派出趙雅
婷、王子露、趙樾三人參賽。隊伍賽前制定

趙雅婷（右）在頒獎台
▼
上。
網絡圖片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跆拳道協會27日消息，2022
年亞洲跆拳道錦標賽27日在韓國
春川迎來最後一個比賽日，中國隊
梁育帥和劉軍宏兩名 「00後」 小
將，分別在男子63公斤以下級和
女子67公斤以下級中獲得亞軍。
經過四天的比賽，中國隊12人參
賽八人奪牌，以3金3銀2銅的成績
結束了亞錦賽征程。
本次比賽為G4奧運積分級別
賽事，四天的比賽中，中國跆拳道
隊選手表現出色，爭金奪銀。首日
比賽，駱宗詩獲得女子57公斤以

趙雅婷藝術體操亞錦賽摘3銅

中國籃球名人堂 籌建進度理想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性、代表性和專業性；中國籃球名
除規劃名人堂組織機構、工作流程
為傳承中國籃球百年奮鬥史，加強
人堂的舉薦範圍將涵蓋運動員、教
和舉薦方案外，還就《中國籃球通
中國籃球文化建設，樹立中國籃球
練員、裁判員、特別貢獻人士、先
志》編纂、中國籃球資料庫建設、
文化自信，激勵籃球人和廣大青少
行者及集體等；全過程邀請德勤公
中國籃球名宿口述歷史訪談等展開
年，中國籃協於2021年開始積極推
司作為唯一獨立鑒證機構，為活動
前期工作。名人堂委員會成立後，
進中國籃球名人堂建設工作。根據
提供獨立、公正的鑒證服務，並出
將下設執行辦公室繼續落實推進上
中國籃協官網消息，目前中國籃球
具專業鑒證報告。
述工作，並陸續開展線上及線下文
名人堂各項籌備工作均有序展開，
化推廣活動，加強對中國籃球歷
樹立中國籃球文化自信
並取得階段性成果。
史，尤其是人物故事的挖掘和傳
中國籃協官網消息中介紹，中
中國籃球名人堂建設是包含多
播。
國籃球名人堂是中國籃球運動的歷
個子項目的系統性文化工程。中國
「中國籃協高度重視籃球文化
史豐碑和榮譽史冊，是對為我國籃
籃協於去年6月成立專項工作籌備
建設工作，名人堂將在其中發揮重
球運動發展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和
組，成員包括數位業內資深專家。
要的引領作用。熱切期待籃球大家
集體進行銘刻、致敬、傳
庭和社會各界積極參與
承的殿堂。截至目前，中
包括名人堂物理空間建
國籃協已設立名人堂委員
設在內的相關工作。」
會，並就中國籃球名人堂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表
組織機構、工作流程和舉
示， 「籃球運動深受廣
薦方案等核心內容，提出
大國人尤其是青少年的
了相對完善的工作構想：
喜愛，名人堂建設對於
名人堂委員會行使領導及
講好中國籃球故事、樹
組織職能，下設提名委員
立中國籃球文化自信，
會、推舉委員會和終審委
對於連接、凝聚和激勵
員會，按年度開展入堂活
籃球運動參與者具有現
動，舉薦機制具有廣泛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
實及深遠意義。」
資料圖片

的目標是入圍個人全能前五名，拿到世錦賽
滿額參賽席位。
在最後一個比賽日進行的單項決賽中，
趙雅婷延續此前的好狀態，在圈操決賽中拿
到31.55分，獲得季軍；在帶操決賽中拿到
29.00分，再收穫一枚銅牌；以29.70分獲得
棒操第四名。對於自己本次亞錦賽之旅，趙
雅婷表示總體比較滿意，通過與對手同場競
技，更直觀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自己回去
之後還要在難度上下功夫，提高難度完成的
清晰度。
王子露參加了圈操、棒操和帶操決賽，
她以30.90分、28.50分和25.85分分別排在三
個單項的第四名、第六名和第七名。賽後，
王子露表示這次亞錦賽自己收穫頗多，從預
賽的 「畏畏縮縮」 到單項決賽穩住難度放手
一搏，得到了提升和歷練。晉級球操決賽的
趙樾拿到30.30分，獲得第五名。趙樾表示在
比賽中基本發揮出了自己平時的訓練水平，
但自身還有很多不足，需要提高加強的地方
還有很多。

祖高域溫網旗開得勝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溫布頓網
球錦標賽27日揭幕，率先在中央球場亮相的
男單衛冕冠軍祖高域雖然不在最佳狀態，但
還是3：1送走韓國人權純雨。中國 「金花」
王薔在拿到發球勝賽局的情況下被瑞士的14
號種子賓絲逼成1：1平，第三
盤次日再戰。

阿爾卡拉斯梅利過關
之前連續3屆溫網賽事的捧
盃者、目標瞄準草場大滿貫第
七冠的祖高域在因雨關閉了的
中央球場迎來24歲韓國人的挑
戰。面對世界排名第81位的對
手，祖高域第一盤第三局即遭
遇破發，雖然他隨後調整狀態
兩破得手，以6：3拿下首盤，
但正反手都打出威脅的權純雨
接着以6：3追回一盤。

法網過後沒有參與任何正式比賽的祖高
域賽後也承認自己沒有打出最高水平，但豐
富的經驗和強大的穩定性最終助力他以6：3
和6：4連下兩盤結束比賽。
兩位紅土高手阿爾卡拉斯和魯德雙雙得
勝，本土明星梅利也在先失一
盤的情況下以3：1過關。
本次參與女單首輪較量的
中國隊球員中，屬王薔面對的
對手排名最高，但王薔此前和
賓絲沒有過交手。當日一碰
面，王薔打得咄咄逼人，第一
盤6：4勝出。第二盤她更是實
現3：0的開局，然後5：2領先
迎來發球勝賽局。然而，中國
「金花」 關鍵時刻失誤不斷，
連丟5局被賓絲7：5回敬一城。
▲祖高域順利晉級溫網男 因天色已晚，兩人只能等到28
單次圈。
路透社 日繼續一爭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