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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 刘彤）“第五轮动

作，广东全红婵，5253B，难度系数

3.2。”随着现场播报员报出广东选手全

红婵即将试跳的动作，西安奥体中心游

泳跳水馆内的观众屏住了呼吸，他们都

在等待全运会女子10米台决赛最后一

个出场的选手全红婵。伴随着“水花消

失术”的再次呈现，全场观众起立为全

红婵鼓掌欢呼，她凭借完美的发挥在国

内赛场成功登顶。

女子10米台决赛竞争十分激烈，

全红婵、任茜、陈芋汐、张家齐等均有获

得金牌的实力。在12日下午进行的决

赛中，全红婵发挥稳定，在第四轮和第

五轮难度系数均为3.2的动作中，多位

裁判打出满分，“水花消失术”连续上

演，最终以419.25分、领先第二名近20

分的成绩完美登顶。陈芋汐和任茜分

获二、三名。

全红婵在赛后表示，作为首次参

加全运会的年轻运动员，能和包括陈

芋汐和任茜在内的世界冠军同场竞

技，她感到非常高兴，能够登上全运会

最高领奖台也很开心。广东跳水队教

练何威仪表示，全红婵作为初出茅庐

的年轻运动员，和任茜、陈芋汐在同一

个泳池中训练，对她形成严谨的比赛

态度等给予了很大的“正能量”。“我们

会认真培养全红婵这个难得的中国跳

水明日之星，让她以后继续为国争

光。”他说。

陈芋汐则表示，东京奥运会结束

后，她们尽最大努力保持了比赛状态，

随着全运会的结束，她们将继续努力训

练，认真比赛，全身心投入新一个奥运

会周期的备战。

新华社柏林 9 月

12日电（魏颀）2021-

2022赛季德国足球甲

级联赛第四轮12日展

开最后三场较量，其中

柏林赫塔和门兴格拉

德巴赫都赢得了本赛

季首场胜利。

柏林赫塔凭借两名

新援的入球，3:1客场

战胜“升班马”波鸿。全

场比赛波鸿攻势更盛，

射门多达18次，而柏林

高效利用仅有的五次射

门，斩获三粒入球。

从上赛季降级的

沙尔克04转会柏林赫

塔的塞尔达独中两

元。第 37分钟，他利

用个人能力在中路突

破三人重围后命中。

上半场即将结束之际，

他又在前场界外球机

会中再下一城。柏林

赫塔上半场2:0领先。

第59分钟，波鸿的

霍尔特曼左路强行突破

后射门，球被门将用脚

挡出，佐勒补射入网。

第78分钟，刚刚从法甲

尼斯转会而来的法国前

锋毛利达在个人德甲首

秀中攻入一球，确保柏

林赫塔全取三分。

门兴格拉德巴赫

同样以 3:1 的比分取

得赛季首胜。面对比

勒费尔德队，队长施廷

德尔在第 35 分钟远

射，球打在防守队员脚

后跟上飞出诡异弧线，

越过门将入网。上半

场补时阶段，比勒费尔

德队抓住门兴传球失

误的机会，由日本球员

奥川雅也将比分扳平。

第69分钟，替补上场不久的赫

尔曼在右路送出一记精准传中，施廷

德尔在点球点附近头球攻门再下一

城。三分钟后，赫尔曼又在右路送出

一记低平球传中，扎卡利亚中路得球

后倒地射门将比分定格为3:1。

同日，法兰克福主场1:1战平斯

图加特。

新华社马德里9月12日电（谢宇智）

2021-2022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第四轮12日展开一场焦点战，皇家马

德里在伯纳乌球场5:2大胜塞尔塔，登

上积分榜首位。

此前一直处于翻修中的皇马主场伯

纳乌本轮重新开放。比赛中，尽管塞尔

塔两度取得领先，但皇马后来居上实现

逆转。本泽马上演“帽子戏法”，维尼修

斯打入一球并制造一记点球，新援卡马

文加也有一球入账，助“白衣军团”主场

拿到三分。目前皇马以3胜1平的成绩，

与巴伦西亚和马德里竞技同积10分，并

凭借进球数优势排在西甲积分榜榜首。

开场仅四分钟，塞尔塔便先声夺人，

桑蒂·米纳接阿斯帕斯传球，禁区右侧打

远角得手，为客队取得领先。第24分

钟，皇马将比分扳为1:1。卡塞米罗斜传

禁区右路，巴尔贝尔德横敲中路，本泽马

点球点附近将皮球打入球门左上角。

第31分钟，客队卷土重来，塞尔维

的脚后跟射门击中门柱弹回，但他门前

近距离补射得手，为塞尔塔再度将比分

超出。上半场结束时，皇马以1:2落后

于对手。

下半时，皇马奋起直追。第46分钟，

本泽马接米盖尔·古铁雷斯左路斜传头球

破网，助主队再度扳平。第54分钟，本泽

马又以一记直塞为维尼修斯送上助攻，后

者带球单刀突入禁区，小禁区前沿推射破

网，为皇马将比分反超为3:2。

第72分钟，皇马继续扩大领先优

势，首次身披皇马战袍出战的小将卡马

文加将莫德里奇被扑出的射门补入网

窝。第87分钟，维尼修斯禁区内被丹

尼斯·苏亚雷斯绊倒，裁判判罚点球，本

泽马一蹴而就，完成“帽子戏法”，也将

比分定格在5:2。

西班牙人本轮主场1:2不敌马德

里竞技。中国球员武磊坐上替补席，未

获得出场时间。德·托马斯在第40分

钟的一次角球进攻中头球为主队取得

领先，但卡拉斯科在第79分钟打入扳

平一球，勒马尔则在补时阶段上演绝

杀，为马竞锁定胜局。

在当日的另两场比赛中，巴伦西亚

客场4:1大胜奥萨苏纳，皇家社会客场

2:0击败加迪斯。

新华社纽约9月12日电 在12日

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决

赛中，赛会14号种子、中国“金花”张

帅与澳大利亚老将斯托瑟，以6:3、3:

6、6:3战胜美国本土组合高芙/麦克

纳利，获得冠军。

本场决赛前，张帅组合已经取得

了一波10连胜，决赛中她们的对手是

“00后”年轻组合。首盘比赛，张帅组

合在第八局率先抓住机会实现破发，

以6:3先胜一盘。

第二盘比赛，中澳组合在第八局

张帅的发球局中出现波动，虽两度挽

救破发点，但还是被对手破发。美国

组合随后在第九局顺利保发，以6:3

扳回一盘。决胜盘中，张帅组合率先

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以6:3再

胜一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获得本

届美网女双冠军。

张帅和斯托瑟收获了自合作以

来的第二个大满贯女双冠军，此前两

人曾携手获得 2019 年澳网女双冠

军。本场决赛之前，张帅曾在社交媒

体上给予搭档斯托瑟极高的评价：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只

要心中有希望，就一定会看到光！”

斯托瑟上一次在美网收获女双

冠军还要追溯到16年前。2005年她

曾与雷蒙德搭档问鼎美网女双，而张

帅则是首次晋级美网女双决赛。

新华社电（记者 姚友明）12日进

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棒球决赛

中，江苏队3:1击败卫冕冠军天津队，

站上最高领奖台。

江苏队开场就表现出极强的侵略

性，击出两记安打，让两名队员成功上

垒。紧接着天津队投手孙建增投出四

个坏球，又保送一名江苏队队员上

垒。江苏队抓住机会，栾臣臣和陈晨

相继成功跑回本垒，首局结束以2:0

领先。第二局上半局，江苏队又在对

方王凯跑回本垒前成功送对方击球手

尚帅出局，“三杀”对方队员后继续“零

封”对手。

双方局面此后陷于胶着，第六局

下半局陈晨击出一记本垒打，将球队

的领先优势扩大为三分。

第七局上半局，王靖超在对手

即将将其杀出局前跑回本垒，为天

津队扳回一分。江苏队及时稳住阵

脚，送天津队一度已经占据三垒的

杜楠出局，避免对手在一局内连续

追分。

第八局下半局，陈晨被四坏保送，

再度掀起江苏队进攻高潮。天津队投

手苏长龙关键时刻临危不乱，阻止陈

晨继续得分，将悬念保持到最后一局。

第九局上半局，江苏队投手郑

超群迎来严峻考验，他先后送对手

两人上垒，在天津队击球员杜楠击

出一记地滚球后，高强一度占据三

垒位置。关键时刻，江苏队通过接

杀送天津队崔博文出局，比赛悬念

彻底终结。

“最后我确实有点紧张，我不断暗

示自己，我能行，我告诉自己不用管垒

上的人，集中精力对付对方击球手就

好。”郑超群说，“我们队的场员护着投

手，投手也想着场员，我们凝聚力很

强，按照自己的节奏打，这是我们取胜

的关键。”

在铜牌战中，传统劲旅北京队迎

战四川队，两队在前八局中各得四

分，第九局下半局，北京队先是成功

送三名队员上垒，巨大压力下，四川

队投手冉松投出四个坏球，北京队顺

利“杀死”比赛，5:4战胜四川队获得

季军。

新华社电（记者刘彤）第十四

届全运会跳水男子3米板比赛12

日晚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

结束。东京奥运会冠军、广东选手

谢思埸夺冠，湖北选手王宗源和广

东选手彭健烽分获亚军和季军。

决赛中，谢思埸以541.95的

高分获得冠军。王宗源和彭健烽

分别以529.65分和 466.05分的

成绩位列其后，登上领奖台。

谢思埸在赛后表示，这是继

上届全运会后，他再次在全运会

上获得三枚金牌，这是对自己多

年艰苦努力训练的回报。广东跳

水队教练何威仪则透露，谢思埸

是在患有感冒和腹泻的情况下踏

上跳板的，虽然身体不适，但他咬

牙坚持，实现了完美登顶，这是体

育精神的体现。

王宗源说，在半决赛上出现

严重失误，说明自己的心理调节

和技术稳定还有需要提升的地

方，在即将开始的冬训中，他将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头来”，更加

艰苦地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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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东京出色状态

全红婵强势夺冠

9月12日，广东队选手全红婵在比赛中，她以419.25分的总成绩获得冠军。当日，第十四届全运

会跳水项目女子10米跳台决赛在西安举行。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江苏3:1击败天津 夺得男子棒球冠军

9月12日，火炬手严育斌（右）和居巴依·赛克依在火炬传递中。

当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暨第八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最后一站在陕西西安举行，99名火

炬手从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出发，最终进入奥体中心中央广场，全程约9.9公里。圣火将分别在9月15日的十四运会开幕式和

10月22日的残特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火炬传递活动在西安落幕火炬传递活动在西安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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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乌重开本泽马“戴帽”
皇马逆转塞尔塔

西甲综合：

新华社电（记者 赵雪彤）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

比赛13日进行，首次进入全国比赛决

赛的安徽选手胡凯在最后一枪打出

满环10.9环，反超山东队张博文，以

241.3环夺冠。

胡凯在决赛最后阶段接连反超，

表现惊艳全场。在淘汰阶段进入白

热化，场上只剩三名运动员时，原本

排名第三的胡凯在两发之后以220.3

环超过此前排在第二的浙江队刘军

辉0.1环，以最微弱优势晋级最后两

枪的金牌争夺战。

资格赛排名首位的世界冠军张

博文在决赛中发挥稳定，始终保持领

先。在最后一组两发开始前，他以

221.2环的成绩排在第一。

倒数第二枪，胡凯10.1环，仍然

落后张博文0.6环。最后一枪，张博

文发挥欠佳，依旧只有9.8环，而胡凯

在落后的情况下正中靶心，打出圆满

的10.9环，从而以0.5环的优势成功

逆袭。

“比赛前没有想太多，平常心面

对，就是想着要脚踏实地一枪一枪拿

下来。”胡凯说，“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全

国比赛决赛，但不是最后一次，未来还

有很多需要努力的。下一步的目标就

是进入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事。”

此前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该项

目第六名的张博文获得银牌，浙江队

刘军辉获得铜牌。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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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凯夺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

张帅斯托瑟夺美网女双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