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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8日 星期日 广告 责编/楼世宇 叶飞 审读/邱立波 美编/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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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06:00 田径 男子马拉松决赛 彭建华、董国建、杨绍辉
07:55 排球 女子铜牌战 塞尔维亚VS韩国
10:00 艺术体操 团体全能决赛 中国队
10:30 篮球 女子决赛 美国VS日本
12:30 排球 女子决赛 美国VS巴西
13:45 拳击 女子75公斤决赛 李倩VS普莱斯（英国）
14:00 手球 女子决赛
15:30 水球 男子决赛
19:00 闭幕式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209期：3 9 6
6+1第2021090期：4 9 0 7 8 2 龙
15选5第2021209期：03 07 09 11 13
快乐8第2021209期：02 03 09 10 11 14
16 26 31 32 40 46 51 53 55 67 71 75
77 78

福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21090期：06 07 19 26 32 06 12
20选5第21209期：03 04 11 17 19
排列5第21209期：6 5 4 9 2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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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水上运动中心7日迎来跳
水收官战，凭借最后一跳5255B近
乎完美的发挥，压轴登场的曹缘最
终以总分582.35的成绩摘得男子
10米台金牌，杨健以1.95分的劣势
屈居亚军，英国名将戴利获得铜牌。

男子10米台决赛竞争十分激
烈，冠军归属直到最后一刻才尘埃
落定。在曹缘出场前，“难度王”杨
健第六跳选择了难度系数高达4.1
的109B（向前翻腾四周半）。在拿
到全场最高分112.75分后，杨健总
得分也超过此前完赛的戴利，中国
跳水队提前锁定金牌。

曹缘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
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屈体），难度
系数3.6处于劣势，想要保持对金
牌的竞争力，就必须在最后一跳中
以更高的质量完成动作，拿到破百
的分数。

最终，曹缘顶住了压力，用一
套高质量的动作征服了裁判,也弥
补了此前男子10米台双人无缘金
牌的遗憾。

拿到这块金牌后，曹缘也成为
奥运历史上集男子单人、双人10
米台和3米板三个项目奥运冠军
于一身的第一人，奥运金牌目前只

差双人3米板这一项。
本场比赛过后，中国跳水“梦

之队”在东京奥运会上以7金5银
收官，4个单项包揽全部冠亚军，4
个双人项目收获3金。英国队收
获1金2铜、美国队2银1铜名列
跳水项目奖牌榜第二和第三位。

图文均据新华社

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7日
在东京奥运会皮划艇静水女子双
人划艇500米的决赛中，以1分55
秒495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创下奥
运会最好成绩。

徐诗晓和孙梦雅在当日的
半决赛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晋级
决赛，但在决赛开赛前赛场忽
然下起雨，给比赛增加了一些
不确定性。

比赛开始，冲出起点线时候两
名中国姑娘并未发力冲在第一，只
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半程过后
她们开始领先其他对手，虽然来自
乌克兰的卢赞和切特维利科娃紧
追不舍，但徐诗晓和孙梦雅最终将
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

在东京奥运会6日进行的预
赛中，这两名中国选手就以1分57
秒870的成绩创造了奥运会最好
成绩，在决赛中她们又再次刷新这
一成绩。

获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银
牌和铜牌的分别是乌克兰和加拿
大的选手，她们的成绩分别是1分
57秒499和1分59秒041。

图文均据新华社

杨倩、石智勇、管晨辰
发来视频
鼓励师弟师妹勇敢前行

投之桑榆，报之桃李。6日，东京
奥运会冠军杨倩、石智勇、管晨辰给母
校——宁波体育运动学校发来视频。
在视频中，他们感谢母校的栽培，鼓励
师弟师妹们勇敢前行，并许诺“有时间
回母校看望大家”。

目前，宁波体育运动学校在全国
各大体校东京奥运会夺金榜上，以4
枚金牌位居第一。该校成立于1956
年，是我市唯一一所面向全省招生、培
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全日制中专学校。
副校长陈东告诉记者：“这里集学前教
育、九年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于一体，
有在训学生700多人、幼儿园小朋友
200多人。我们上午上课，下午训练，
晚上夜自修。学校共开设15个奥运
会项目课程。”

杨倩、石智勇、管晨辰是怎样成长
为奥运冠军的？他们在少年时期又有
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陈东介绍：“杨倩到体校训练仅
两年就拿到了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
名，这个成绩很不容易，她一看就是
个非常难得的好材料。石智勇各方
面都比较均衡，小学时是班里的班
长，学习成绩突出；从训练看，他最大
的特点是爆发力好，瞬间绝对力量也
很突出。管晨辰能拿到奥运会女子
体操平衡木金牌，和她的天赋、刻苦
训练密不可分。”

能成为奥运冠军的孩子毕竟凤毛
麟角，他们就好比是金字塔尖上的明
珠，那些处在“塔身”的孩子们，今后又
有怎样的出路？

“体校培养输送优秀苗子到省队、
国家队成为专业运动员；其他的孩子，
通过参加各级各类比赛达到国家二
级、一级运动员或健将水平，然后参加
高水平运动员高考或单考单招考试；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3+2的方式考取
我们学校的中专等学历。”宁波体校训
竞处负责人董亚君说。 记者 邹鑫

有 得“ ”
曹缘、杨健包揽男子跳水10米台金银牌

如 似
徐诗晓/孙梦雅获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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