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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里
约奥运会石智勇夺

冠的时候，在湖南师范
大学念书的陈晓旦暑假来

宁波晚报实习，与记者一起做
奥运报道。之所以作此选择，就
因为她是“体育出身”——曾是宁
波体育运动学校排球队队员，进
入过省青年队。当时陈晓旦就向
记者透露：在宁波体校，她和石智
勇虽是不同项目，但六年级时两
人在同一个班里上文化课，石智
勇是班长。

石智勇从里约夺金凯旋，记
者专门让陈晓旦一起采访，就这
样，两名小学同学又“接上了
头”。“后来宁波体校的同学和老
师不时相约聚会，我们接触的次
数多了，联系也就多了。”陈晓旦
笑称这是“日久生情”，一开始只
是纯粹同学聊天，后来话题越聊
越多，感情也逐渐升温。

2017年天津全运会的时候，
陈晓旦在微信朋友圈隔空为石智
勇加油助威。当时正在天津采访
的记者问陈晓旦怎么不来现场，
她说：“他不让我来，我也怕他分

心。”那一年，陈晓旦还在奉
化的一所小学工作。2019年，

著名排球教练俞觉敏把陈晓旦
“挖”到了绍兴，成为当地体校的
一名排球教练。

从同学到恋人，陈晓旦这几
年和石智勇聚少离多。她说，因
为都是运动员出身，所以容易沟
通，能够互相理解。“我们也算是
理念一致、奋斗目标一致吧！我
能理解他，一旦进入国家队，就是

‘上交给国家’了。”陈晓旦透露，
自己会不时鼓励石智勇心平气和
面对伤病，好好治疗和训练，因为
有伤容易引起情绪急躁，“他也常
常劝我在工作上放宽心，我们就
这样相互支持着。”

石智勇在赛场捷报频传，陈
晓旦也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业，
今年5月浙江省青少年女子排球
冠军赛中，陈晓旦带的队伍获得
了丙组冠军。

今年7月28日，石智勇在东
京奥运会夺冠后，当场隔空表白：
让你久等了，等我回去娶！“是朋
友转发新闻给我，我才知道他在
东京这么说了。”陈晓旦透露，当
时心里确实感觉很甜蜜，“第二天
早上，我们才微信视频聊了一会
儿。”

随着石智勇公开喊话示爱，
高调求婚，陈晓旦也进入到了公
众的视野中。如今，多年为他们

“保守秘密”的圈内朋友也不用再
“守口如瓶”，而是可以大声说：祝
福你们！ 记者 戴斌

本报讯（记者 邹鑫）昨天，在西
安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举行的第十四届
全运会马术场地障碍团体赛中，我市
马术运动员段义华、张兴嘉、徐昊、陈
贺其勒图代表浙江队参赛，最终获得
一枚宝贵的铜牌，创造了宁波和浙江
马术运动的历史。

“省队市办”的浙江马术队成立时
间不长，并非传统强队，但在近两年异
军突起，不光第一次有选手参加了奥
运会，还在本届全运会上取得了非常
好的成绩。

这支浙江马术队有着怎样的历史
呢？2018年初，浙江省体育局将马术
障碍项目通过“省队市办”方式落户宁
波，由宁波体育运动学校和宁波天驿
马术俱乐部校企合作，共同打造浙江
省马术队。2019年，这支新军就以黑
马之姿取得全国马术障碍锦标赛个人
和团体双冠军，震惊了国内马术界。

队伍的成功带动了个人的成长。
队中宁波选手张兴嘉随后入选中国马
术队，并凭借在多个国际大赛中的出
色表现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最终亮
相东京赛场。

在一个多月前的东京奥运会马术
场地障碍团体资格赛上，由张兴嘉、李
耀锋和李振强组成的中国队顺利完
赛，以35个罚分，最终排名第12位。
虽然遗憾未能闯入决赛，但已书写了
中国马术运动的历史。

就这次全运会的参赛经历而言，
浙江马术队也是经历了多轮考验。在
全运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资格赛成都
站失利的情况下，今年5月他们转战
武汉，最终与北京队、上海队、西藏队
一起夺得团体赛决赛最后4个名额。

本届全运会马术障碍团体赛共有
8支队伍参加，每支队伍可报名4人，
根据临场情况派3人参赛。比赛分两
轮，总成绩之和决定最终排名。在昨
天上午首轮比赛中，浙江队排名第一。
下午第二轮比赛，张兴嘉率先出场，他
携马匹“宁波元棋”以90.5秒5罚分完
赛；第二个上场的段义华表现十分出
色，他和马匹“苜蓿”配合默契，以
80.84秒0罚分完赛；徐昊最后一个上
场，由于打落两个障碍，以89.5秒9罚
分完赛。综合上下午两轮比赛的成
绩，浙江队最终获得第三名。

“有点遗憾，如果最后两个障碍不
打杆我们就是冠军，打一杆我们是亚
军。马术比赛就是这样，不可确定因
素较大。”浙江代表队工作人员表示。

石智勇求婚成功
他和她的缘分，宁波晚报是“红娘”哦

石智勇单膝跪地，问：
“你愿意嫁给我吗？”陈晓旦
伸出左手，让石智勇帮自己
戴上戒指……昨天，刚刚在
全运会上夺冠的石智勇马
不停蹄赶到绍兴，瞒着在绍
兴工作的女友陈晓旦策划
了这次浪漫求婚。

仪式上，石智勇亲手将
两枚奥运会金牌和一枚全运
会金牌挂在陈晓旦脖子上，
作为定情信物。“其实我们早
就有约定，等今年奥运会和
全运会结束后，挑选好日子
领证、结婚。”陈晓旦说。

全运会马术场地障碍团体赛
4名宁波队员夺得铜牌

创造历史！

体彩开奖信息福彩开奖信息

20选5第21256期：06 07 08 17 18
排列5第21256期：5 0 3 3 6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双色球第2021109期：02 03 10 17 20 26 16
3D第2021256期：9 0 4
15选5第2021256期：04 07 09 11 12
快乐8第2021256期：01 06 13 15 18 25 28 31 34 42 47
52 55 61 62 65 67 71 72 73

有情人终成眷属。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