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12 日，贵州省十运会拳击、

网球两项比赛同天开赛。

当日， 十运会拳击比赛在遵义体校拳击

馆开战。据了解，当天下午进行的是男子乙组

47KG、51KG、55KG、57KG、59KG、63KG， 女

子 甲 组 46KG-48KG、56KG， 女 子 乙 组

44KG-46KG、54KG的拳击预赛。 决赛将在 8

月 17日举行。 本次拳击比赛， 来自遵义、贵

阳、安顺、六盘水等 9 个代表队的 294 名拳击

选手参与了竞赛。

此次网球比赛从 8 月 12 日至 8 月 14

日，为期 3 天，有来自贵阳、遵义、黔南、六盘

水、黔东南和贵安新区 6 个市州(区)的 32 名

运动员参赛。 据悉，此次比赛设有男子、女子

两个组别，本届省运会网球项目将在 14 日的

比赛中产生，整个比赛共产生 2枚金牌。

（本报记者 杜立）

本报讯 昨日， 贵州省第

十届运动会 10 米气手枪比赛

在遵义体校进行，贵阳市代表

队拿下了本场比赛 5块金牌。

据介绍，本次比赛分别包

括甲乙组男女团体赛和甲乙

组男女个人赛。 由于人数不

足，甲组男女个人赛前三名直

接在预赛中决出。 经过激烈比

拼，男子组冠亚季军由来自遵

义队的李沂欣、贵阳队的包本

林和遵义队的毛佳林摘得，女

子组前三名则由来自贵阳队

的赵晓文婷、赵晓文静和陆雨

青包揽。

当天 11：00， 乙组男女决

赛正式拉开序幕，16 名队员同

时上场展开冠军争夺。 经过 2

组 5 发子弹的集体射击，比赛

进入 2发 1组淘汰环节。

贵阳队的刘枫在最后一

组射击中，以 0.4 环的优势险

胜遵义队的孙伟，成为男子组

冠军，遵义队的孙伟和同样来

自贵阳队的翁潇毅分获二、三

名。 在乙组女子决赛的比拼

中，来自贵阳队的邹金菊以稳

定的发挥，打出了 233.8 环的

好成绩，摘得冠军头衔，来自

毕节队的吴梦丽和来自贵阳

队的成婷婷分获二、三名。 此

外，在本次比赛中，贵阳市代

表队还拿到了乙组男女团体

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获得了

5金 4银 2铜的好成绩。

（本报记者 杜立）

本报讯 贵州省第十届运动

会上再传捷报，12 日结束的跆拳

道比赛项目部分级别赛， 贵阳代

表 队 斩

获 5 金 4

银 10 铜 ， 摘

取奖牌总数位居

全省各代表队之首。

当日下午举行的乙组 54公斤级

男子决赛犹如一场训练赛，争夺金银

牌的都是贵阳队选手。 吴龙奇和谭博

尹均来自贵阳市体校，15岁

的两个瘦条小伙三年来每

天一道训练，宿舍相邻。

决赛分为三轮，每轮为时两分

钟。 第一轮结束时吴龙奇与谭博尹

的比分是 7:0； 第二轮比分仍然落

差较大 14:5；就在第三轮时，谭博

尹突然发力，连用高劈腿和后旋踢

三分叠加追赶。 最终将比分扳至

30:21，吴龙奇夺金、谭博尹摘银。

“在 54 公斤级别里，他俩实力

不相上下，且都有多次外出打友谊

赛包括参加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的

经历。 ”贵阳队教练吉兆阳说，倒是

在女子 46 公斤级别比赛， 欧阳鸿

玉的表现和收获令其喜出望外。

12 日上午， 在资格选拔赛中，

个头明显不占优势的欧阳鸿玉却

表现沉稳老练，出脚果断且命中率

极高， 以 42:3 的压倒性成绩战胜

黔南州选手唐珊。 下午的决赛中，

面对遵义的强手文玲玲也是锐势

不减。 在第二轮 13:4 落后的情况

下，及时调整战术，第三轮上场不

足 20 秒将比分扳至 15：11，但最终

获得银牌。

“欧阳鸿玉的表现我很意外，

这小姑娘在关键时候的爆发力了

不得。 ” 教练吉兆阳说，在为省十运

会备战集训的两个月里，欧阳鸿玉

一直都没能够满负荷训练，因为伤

病。“她本身年龄小，学习跆拳道也

不过两年时间。 ”

同时， 贵阳选手刘嘉欣雨也表

现不俗。除了贵阳队，其他地方的参

赛选手在决赛中的表现也异常突

出。 来自黔东南州的胡满芝以几分

之差险胜遵义队的徐娅娅， 夺得女

子 49公斤级冠军。 最后几秒钟，胡

满芝选择了“躲闪” 不给对方得分

机会的战术赢得比赛。摘掉头盔，胡

满芝大哭， 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了

远在天柱的妈妈。这个有着 2016年

全国跆拳道青年锦标赛第二名成绩

的 15岁姑娘赛后久久不能平静。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运动会跆

拳道项目比赛首次启用了电子头

盔，利用电子芯片感应计分，对击打

的准确性和力度都有了更高要求，

同时也免去了人为打分的偏差。

截至 12 日， 省十运会跆拳道

比赛项目贵阳市共摘取 19 块奖

牌，5 金 4 银 10 铜， 总数位居所有

参赛队之首； 其次是遵义队 9 金 6

银 3铜；毕节市 3金 1银 12铜。

今日 14：:00，将举行跆拳道项

目比赛最后的部分级别决赛，分别

是：男子乙组 62 公斤级、女子 42、

51、＋55 公斤级决赛。 届时贵阳晚

报 ZAKER贵阳将全程直播。

（本报记者 张志红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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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省运会各项比赛继续进行———

跆拳道比赛

贵阳队摘取19枚奖牌

10米气手枪 5块金牌产生

网球拳击赛

昨日遵义开战

本报讯 8 月 12 日上午， 省十运会五人

制足球决赛在遵义举行。 男子组东道主遵义

代表队不敌铜仁代表队获得亚军。 而贵阳代

表队男子组获得第 3 名， 贵阳代表队女子组

与铜仁代表队并列冠军。

据了解， 该项赛事夺冠也是铜仁队本届

运动会取得的最好成绩。铜仁市领队、市足协

主席刘忠认为，铜仁队夺冠在于“顽强拼搏”

的精神。 他说，在上轮晋级中，他们迎战的是

贵阳队，在三度落后的情况下又三度追平，最

终通过点球大战淘汰贵阳队。

据悉，本届五人制足球赛，贵阳代表队分

获男子组第 3 名、女子组冠军（与铜仁并列）

的成绩。五人制足球赛裁判长蒋光辉解释说，

女子组贵阳、铜仁决赛成绩一致，双方技术统

计得分相同，最终组委会决定两组并列第一。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五人制足球决赛

贵阳女子组夺冠

贵阳队对战遵义队

贵阳选手刘嘉欣雨（蓝方）

决赛中的欧阳鸿玉（红方）

10米气手枪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