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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体操全锦赛落幕

东京奥运大名单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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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电

2021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东京

奥运会选拔赛9日在成都落幕。据国家体育总局体操

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缪仲一介绍， 中国体操队的奥运

集训大名单已初步确定。

据缪仲一介绍， 在一天前的体操项目备战东京奥

运会选拔领导小组会议上， 一份包含男子12人和女子

14人的东京奥运会集训大名单已经出炉。 两名在省队

训练的选手———安徽队何骊澄和广东队孙欣怡入围。

奥运集训大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男子：肖若腾（北京）、孙炜（江苏）、林超攀（福

建）、邓书弟（贵州）、张博恒（湖南）、邹敬园（四川）、

刘洋（辽宁）、尤浩（江苏）、翁浩（江苏）、黄明淇（广

西）、兰星宇（广西）、尹德行（江苏）计12人。

女子：刘婷婷（广东）、范忆琳（上海）、唐茜靖（北

京）、李诗佳（四川）、陈一乐（广东）、祁琦（北京）、章

瑾（上海）、芦玉菲（河南）、欧钰珊（广东）、罗蕊（广

东）、管晨辰（浙江）、韦筱圆（广西）、何骊澄（安徽）、

孙欣怡（广东）计14人。

“只要你愿意、只要有实力，国家队的大门永远

打开。”缪仲一在为期六天的全锦赛落幕后说。

刘行、邓佳兴分获全国竞走

冠军赛

10

公里男女冠军

� � 5

月

8

日，在江苏省太仓市进行的“铁人杯”

2021

全国竞走冠军赛暨全运会资格赛上， 河南选手邓佳

兴以

47

分

34

秒的成绩获得女子

10

公里竞走冠军，甘

肃选手姬凤蓉以

47

分

58

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西藏选

手仁青卓玛以

48

分

23

秒的成绩获得季军。

同日进行的男子

10

公里竞走比赛， 广东选手刘

行以

41

分

05

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山东选手赵祥飞以

41

分

06

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江苏选手刘一铭以

42

分

46

秒的成绩获得季军。

图为邓佳兴在比赛中冲线

履

李博

摄

女子冰壶世锦赛循环赛结束

中国队无缘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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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渥太华电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办的

2021女子冰壶世锦赛5月7日结束所有循环赛， 中国队

当日一负一胜， 最终以6胜7负排名第十， 未能进入复

赛。瑞士、俄罗斯冰壶协会、瑞典、丹麦、美国和加拿大

队进入复赛且拿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共有14支队伍参加于4月30日至5月9日举办的

世锦赛， 比赛前六名进入复赛并将直接晋级北京冬

奥会。作为东道主，中国女队自动获得冬奥会参赛资

格。本届世锦赛，中国派出一垒姜馨迪、二垒、三垒董

子齐、四垒韩雨、替补焉会的阵容出战。

7日进行了第22轮、第23轮以及补赛的第七轮比

赛。中国队在第22轮对阵加拿大，比赛最后阶段落后

的中国队仍有机会， 不过加拿大以一记双飞保住胜

利，中国队以4:6告负。在补赛的第七轮，中国队与苏

格兰队全场僵持，韩雨最后一投控制精准，帮助中国

队以7:6险胜，结束世锦赛征程。

13场单循环赛结束后， 瑞士队12胜1负位列第

一，俄罗斯冰壶协会队11胜2负位居第二，两支队伍

直接进入半决赛。复赛首轮对决，第三名瑞典队对第

六名加拿大队，胜者将对阵俄罗斯冰壶协会队，第四

名丹麦队对阵第五名美国队，胜者将对阵瑞士队。

周启豪夺得国乒奥运模拟赛男单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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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南新乡电

2021

“直通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联盟）大满贯·世乒赛”暨奥运

模拟赛决赛7日举行，此前淘汰

了梁靖崑和马龙的“黑马”周启

豪以4:2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

樊振东，夺得男单冠军。陈梦摘

得女单冠军， 马特和刘斐获混

双冠军。

男单决赛中，樊振东开局

不错，以11:4拿下首局。随后

双方比拼进入胶着状态，总比

分战至2:2。第五局，双方从6:6

战到8:8， 之后周启豪连赢3

分，拿下此局。第六局双方再

度战至8:8，之后周启豪连得2

分，拿到赛点，并最终以11:9

胜出。

周启豪赛后表示， 从小组

赛到淘汰赛，遇到了很多强手，

开始没想到自己能获得冠军，

能拼到最后也不容易。

樊振东说，他调整得偏慢，

有很多球有主动上手的机会，

但“拉不死”对手以后感觉还是

有点慌， 就给了对手很大的进

攻空间。

在男单第三名争夺战中，

奥运冠军马龙3:1战胜王楚钦

获得季军。

在国际赛场上， 陈梦与孙

颖莎共相遇5次，陈梦以3胜2负

略占优势。 孙颖莎在首局比分

至10:10后，连得2分获胜。接着

陈梦连胜两局。 孙颖莎在第四

局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后程发

力将总比分扳至2:2。第五局战

至7:7后，陈梦连得4分，拿下第

五局， 紧接着又以11:3赢下第

六局，总比分4:2获胜。

“今天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自己打得有点紧， 整个状态的

释放还是有点不够， 一直在压

着自己。第五局赢了之后，自己

是有一定优势的， 所以第六局

就打得从容一些。”陈梦说。

女单另一场比赛中， 王艺

迪3:0战胜朱雨玲，获得季军。

在混双决赛中，“双削组

合” 马特和刘斐继续扮演“黑

马”角色，以4:2战胜周雨和陈

幸同。 双方你来我往战至大比

分2:2，随后，“双削组合”以11:9

和11:7连胜两局。

本次比赛， 马特和刘斐一

路过关斩将，战胜樊振东/钱天

一、徐晨皓/王艺迪、梁靖崑/孙

颖莎，闯入决赛。

梁靖崑和孙颖莎以3:1战

胜林高远和张瑞，获得季军。

刘浩存

刘浩存：《悬崖之上》顽强生存的“小兰”花

� � 刘浩存，新晋谋女郎。很多

人认识刘浩存是因为张艺谋，

时隔多年， 张艺谋再次挖掘出

新人女演员， 刘浩存一出现便

成为热议焦点， 而她的表现也

印证了张艺谋在选演员方面的

独具慧眼。

继电影《一秒钟》后，再次

出演张艺谋执导的新片《悬崖

之上》，与张译、于和伟、秦海

璐、朱亚文同台飙戏。此前刘浩

存在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

凭借灵动的表演收获好评，也

成功走进大众视野。 本次出演

电影《悬崖之上》，坦言“有点压

力”但“问题不大”。

谈及“谋女郎”的标签，刘

浩存直言“没有想那么多，只是

觉得很幸运”。戏内，感恩张艺

谋和前辈老师的提携，“尽最大

努力去表演”；戏外，幸运有机

会成为演员，“格外珍惜， 会坚

持住对表演的热爱”。

小红花变身“小兰”花

电影《悬崖之上》是谍战题

材影片， 紧张刺激的情节尤其

是“特工”与敌人之间斗智斗勇

的战斗是其中的精彩看点。

在电影《悬崖之上》中，刘

浩存饰演稚嫩“特工”小兰，小

兰聪慧勇敢，有特殊技能。为了

能演好角色， 刘浩存做足了准

备，“看了一些与当时那个年

代、那些人物有关的资料，包括

有看（张艺谋）导演推荐的动作

电影，跟导演讨论剧本，和演员

老师们一起讨论某一场戏”。

其中有一场“火车逃脱追

捕” 的戏让刘浩存印象深刻，

“他（导演）想让我在逃脱的过

程中，脸上有泛红的感觉。在拍

摄这场戏之前， 我就有原地做

运动，因为天气比较寒冷，那场

戏就来来回回跑了很多遍，让

脸上有自然发红的感觉。”

在电影中， 小兰是坚持到

最后的特工， 刘浩存解读小兰

是“黎明”和“希望”的象征，“在

执行任务当中， 有很多战友在

不断地牺牲， 小兰也有受伤，

但是她是坚持活到最后的那一

个， 她没有被酷刑折磨， 她其

实象征着希望， 象征着其他战

友和那些希望看到黎明的人的

寄托。”

二度携手张艺谋

一次零上

30

度一次零下

30

度

电影《悬崖之上》是刘浩存

第二次出演张艺谋导演的作

品， 两次的经历都“很艰苦”，

“零上30多度， 近40度在沙漠

上拍戏， 然后零下30多度在东

北雪乡拍戏。” 在刘浩存眼中，

张艺谋是一位非常认真和勤奋

的导演，“两部戏的拍摄环境都

很艰苦， 对所有的工作人员来

说都是非常难的。 但是导演就

是比较认真、 比较勤奋的那

种， 永远都在一线。 他有时候

就会到得很早， 从来不缺席每

一场戏。”

导演张艺谋从角色到电影

主题都跟刘浩存进行了细腻地

沟通，“他讲戏非常认真， 非常

细腻，所以我能够悟到”，“这个

故事主要是讲人与人的情感，

每个人都会有亲情、 爱情、友

情，对于这4个特工也包括了战

友情， 在执行这样重要任务的

时候，每个人都面临着牺牲，这

些无名英烈伟大的地方就是他

们敢于牺牲， 敢于牺牲自己的

情感。 他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理

想，可以割舍所有的情感，让我

特别感动。”

能做演员是幸运

会格外珍惜

遇见张艺谋之前， 刘浩存

是一名舞蹈演员， 被发掘后刘

浩存直言“有这样的好机会很

幸运， 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都

有的， 所以我要格外珍惜。”刘

浩存感恩舞蹈带给自己的帮助

并用学习舞蹈的精神来对待表

演，“像学习舞蹈一样， 要长期

积累下来才能够打好基础，希

望自己能够成长， 不断学习充

实自己。做演员不仅仅是演戏，

如果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对

角色和生活的认知， 是很难演

好一个人物的。”

作为演员， 刘浩存对表演

要求严格，在生活中，也透着新

生一代独有的“鬼马”劲儿，会

对戏里没吃着的烤红薯念念不

忘， 也会闲暇之余弹起自己都

不知道是什么曲子的钢琴，会

敷面膜、 做锻炼，“演员要对自

己的形象负责， 这样大家观赏

起来不会出现出戏的情况。”

刘浩存说她非常喜欢表

演，“因为喜欢， 所以就会坚持

住对表演热爱。”

（杨莹莹）

东京奥运火炬在长崎用“遣唐使船”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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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本长崎电

东

京奥运会火炬7日开始在长崎

传递，其中一段路线由“遣唐使

船”载着火炬在长崎港举行，再

现了中日两国在中国唐代时期

开展文化交流的盛况。

当天晚上8点， 火炬手小林

充佳在手中的火炬点燃后说：

“点燃火炬的这一瞬间， 我非常

感动、兴奋。看着眼前的遣唐使

船，我不禁想起，以前的遣唐使

怀揣梦想与希望，从这里出发奔

向广阔的世界。我也想如他们一

样，带着梦想与希望不断前行。”

小林充佳是日本电信电话

公司西日本公司的社长， 他手

举火炬， 缓步登上色调鲜红的

“遣唐使船”。 该船从长崎县政

府旁的岸边出发， 行驶约一千

米至对岸的水边森林公园，耗

时约20分钟。

据了解，“遣唐使船” 全长

约30米，宽约9米，重约110吨。

该船由一家日本公司于2010年

建造， 曾陈列于上海世博会日

本馆中， 以重现当年中日交流

的传奇。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为

当晚的火炬传递仪式发送书面

致辞， 由中国驻长崎总领馆领

事崔龙代读。 孔铉佑在致辞中

指出，1300多年前，遣唐使船经

长崎出发到中国， 开启了中日

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成为中日

友好的重要象征。 跨越千年，

“遣唐使船”回归故里，传递奥

运圣火， 续写中日友好的新篇

章。

长崎县副知事平田研表

示，“遣唐使船” 穿越时空再次

现身，并参与奥运火炬传递，这

将面向未来， 进一步强化日中

友好的纽带， 也将与世界各国

人民共享和平友好的愿望。

当天， 东京奥运会火炬传

递大使石原里美、 东京奥运会

主场馆设计师隈研吾等作为火

炬手参加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