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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吕小军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 城事

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摘银
据新华社电 游泳比赛 7月 31日进

入倒数第二个金牌日。中国队在男女混
合泳接力比赛中夺得银牌。

4×10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是东京奥
运会游泳新增项目，英国队在预赛中游
出了3分38秒75的成绩，只比中国队的
世界纪录慢了 0.34秒。决赛中，英国队
继续表现神勇，以3分37秒58的成绩摘
得金牌，并打破了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
纪录。徐嘉余、闫子贝、张雨霏和杨浚瑄
组成的中国队屈居亚军，澳大利亚队排
名第三。东京奥运会100米蛙泳金牌得
主雅各比在比赛中遭遇泳镜脱落的意
外，世锦赛冠军美国队最终排名第五。

“这次奥运之旅还是以遗憾告终，总
觉得差一点，觉得自己可以为中国游泳
贡献一点力量。最后贡献了一块银牌，
也算是对自己的交代吧。”徐嘉余赛后
说。闫子贝则在赛后流下了男儿泪，“挺
遗憾的，这是我们离冠军最近的一次。”

中国女排取得首胜
仍无缘八强

据新华社电 7月31日晚，在女排小
组赛中，中国女排 3比 0击败意大利女
排，收获东京奥运会第一场胜利。由于
土耳其队在下午进行的小组赛中以 3:0
战胜阿根廷队，中国队虽然取得首胜但
无缘八强，也创下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
会以来的奥运会最差战绩。此前，中国
队在奥运会上的最低排名是第七。在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胡进率领的
中国女排名列第七。

据新华社电 在东京刚刚过
完37岁生日的吕小军7月31日打
败一众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以
374公斤的总成绩将东京奥运会
男子举重 81公斤级金牌揽入怀
中，这也是他继伦敦奥运会夺金
后，人生收获的第二块奥运会金
牌。他也由此成为夺冠时年龄最
大的举重项目奥运冠军。

当天共有10名选手参赛，吕小
军的有力对手全是20多岁的新人，
他赢得并不轻松。抓举比赛中，吕
小军明显更能把握场上局面，他丝

毫没有受到开把失败的影响，反而
连续两次试举成功，将抓举成绩定
格在170公斤。挺举比赛中，经验
老到的吕小军渐入佳境，以完美的
下蹲挺成功举起204公斤。

金牌到手的吕小军也放手一
搏试图改写世界纪录，虽然没有
成功，但他已经创造了另一项世
界纪录——成为夺冠时年龄最大
的举重奥运冠军。之前的纪录是
1964年东京奥运会男举82.5公斤
级冠军帕鲁费尔德保持的，他夺
冠时的年龄是36岁零40天。

赛后，中国队在观众席上高
喊：“吕小军，永远的神！”中国男
队主教练于杰难掩激动，看着登
上领奖台的吕小军，他说：“让我
好好欣赏一下他领奖，让我好好
平静一下。”女队主教练张国政则
感慨说：“我当队员时，吕小军刚
刚进入国家队。他能坚持到今天
真是一个奇迹。”

吕小军赛后不谈退役，反而
霸气地说：“如果你们在明年世锦
赛上看到我，那你们将在巴黎奥
运会上也看到我。”

至此，中国男举参加的比赛
全部结束，四人参赛，全部夺冠。

据新华社电 7月 31日，中
国运动员卢云秀在东京奥运会
女子 RS:X 级帆板比赛中摘得
金牌，这是中国帆船帆板队历
史上的第三枚奥运金牌。毕焜
则在男子 RS:X 级帆板比赛中
获得铜牌，这也是中国队在奥
运会男子帆船帆板项目中的最
佳战绩。

当日进行了最后的奖牌轮
比赛，风力偏小，并不利于卢云
秀的发挥。但她绝不放弃、拼命
摇帆，最终以第三名完成奖牌
轮，前两名是法国选手皮孔和英

国选手威尔森。按照综合排名，
卢云秀以 36 分的净分获得金
牌。皮孔和威尔森同积 38分，
但因为前者在奖牌轮率先冲线，
因此获得银牌，威尔森夺得铜
牌。

卢云秀赛后说：“非常感谢
我的团队，我们真的做到了，所
有人的付出在这一刻被证明都
是值得的。”

“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国家，
国家的强大让我有好的环境进
行训练。”卢云秀说，“我的教练
很伟大，一年当中跟我训练的时

间比陪家人的时间还要多，真的
太感谢他们了。”

这是中国帆船帆板队的第
三枚奥运金牌，前两金分别由殷
剑（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徐莉
佳（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

中国选手毕焜出战随后的
男子 RS:X级帆板奖牌轮比赛，
比赛出现戏剧性场面——毕焜
的主要竞争对手意大利人坎博
尼和波兰人米什卡抢航，从而失
去竞争力。毕焜在奖牌轮排名
第四，综合排名则以 75分的净
分升至第三，获得铜牌。

中国女将卢云秀帆板夺金
男子帆板摘铜创历史

本报讯（记者 李海涛 葛兰）
“暴雨把灶房冲塌了，上房卧室里
也灌进了半米深的水，院子塌陷
成了大坑，要不是村上及时给我
处理，我现在真不知道日子咋
过！今天，你们又大老远从省城
赶来给我送这么多吃的用的，我
老婆子都不知道说啥好了，真是
太感谢了！”7月 31日下午，当山
阳县高坝店镇双寨村68岁的阮老
太太从民建陕西省委及会员单位
手里接过救灾物品时，面对迎面
而来的温情，让刚刚遭遇了暴雨
灾害的她感动不已。

昨日 14时左右，记者在高坝
店遭受暴雨灾害最重的双寨村看
到，灾后的双寨村，一些被暴雨冲
垮的道路及其它被毁坏的基础设
施，虽然正在逐步重建恢复，但暴
雨重创后留下的各种“创伤”，依

然随处可见，便民桥被拦腰斩断；
柏油路多处被冲垮急需修复：一
些水沟边的房屋几乎没了院子，
悬在空中。村中唯一的一所学校
——双寨小学，围墙被冲垮，只剩
下学校的门头坚强挺立。而学校
一旁的阮英凤老人家主房一侧的
灶房已经坍塌，屋内餐具破碎一
地，院墙也难觅踪迹，主房的大厅
和卧室里，清晰可见超过1尺的水
印子，被水灌过的屋子非常潮湿，
根本无法住人。

从阮英凤老人口中记者得
知，7月 23日 5时左右，独自在家
的她，听到村里让尽快撤离的消
息后，赶紧收拾东西于当日6时左
右离家，等再回来时，看到原本好
好的家完全变样了，院子里有超
过1米深的水，灶房已经被大水冲
塌，主房内灌满了水，院子也塌陷

变成深坑……之后，还是村上派
人把家里的水排出，又把院子里
的大坑填平。目前，老人暂住在
女儿家。

据了解，7月23日2时至6时,
高坝店镇遭受暴雨灾害,给农业生
产、群众生活、基础设施都造成了
严重损失。据初步统计，此次灾害
造成高坝店镇7个村16个组（高坝
街、双寨、黄土凸、金山、骆驼巷、富
桥社区、井冈村）不同程度受灾，损
坏房屋 4户 13间，其中倒房 1户 3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300公顷，电
杆受损 45根，供水管道损坏 500
米。河堤损毁 2300米，通村公路
损毁6公里，两处道路塌方，其中4
处中断，5座便民桥冲毁。

记者当日从高坝店镇镇政
府了解到，灾情发生后，省、市、
县、镇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及时

组织灾后重建。目前，水电等部
分基础设施已经逐步恢复，被损
坏的道路、房屋和便民桥等正在
紧锣密鼓抢修中。随之，一些铁
锹、棉被等灾后重建工具，以及
喊话器、雨鞋和防水头灯等救灾
用品，其用量也越来越大。真可
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 31日
一大早，民建陕西省委直属二支
部带着陕西孟泰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山阳铭晟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等会员单位，给这里送来
了 100 双雨鞋，100 把铁锹，100
个喊话器，100个防水头灯，100
套棉被，以及其他生活用品。

“真是及时雨呀！你们送来
的这些物资，我们非常需要，太
感谢了！”在捐赠现场，高坝店镇
党委书记董善平由衷地说出了
这句话。

民警定岗执勤
助力疫苗接种

自全面启动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城
固县公安局三里桥派出所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筹划部署，积极配
合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做好疫苗接种
点秩序维护，全力护航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顺利有序开展。

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城固县公安局三
里桥派出所立足本职，民警采取定岗执勤、
动态巡防等方式，全面强化接种点附近交
通疏导。同时，维护接种现场安全秩序，积
极配合医务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加强对
接种群众的引导分流、辅助信息登记，赢
得了群众的纷纷点赞。据统计，7月以
来，三里桥派出所配合博望办事处开展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查找未接种第二针
人员信息共 18063人，为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陈会栋

范墩子推出首部
长篇小说《抒情时代》

本报讯（记者夏明勤）日前，我省青
年作家范墩子首部长篇小说《抒情时代》
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据了解，安
徽文艺出版社此前曾出版过范墩子的《我
从未见过麻雀》和《虎面》两部小说集，备
受好评。与前两部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
新作中，范墩子着重书写青年一代的命运
起伏、感情纠葛和心灵世界，聚焦小城青
年的真实生活。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
文学》《江南》《野草》《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
大量作品，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多部。曾获
滇池文学奖、长安散文奖、陕西青年文学奖。

房塌了墙倒了救灾的人来了
守望相助温暖了山阳老人的心

西安五部门联合夜查施工噪声
本报讯（记者 文锦）近日，

西安市住建局会同市生态环
境局、市交通局、市城管局、市
交警支队组成的联合检查组，
对经开区开展建筑施工噪声
夜查整治工作，持续改善夜间
声环境质量。

检查组检查了夜间建筑施

工、建筑垃圾清运施工单位《夜
间建筑施工作业证明》办理、公
示、执行情况，检查了建筑工地
使用低噪声建筑施工设备和工
艺情况，对建筑垃圾清运备案管
理的合规性进行审核。同时强
化建筑垃圾运输途中的执法监
管，严查车辆超速、鸣笛等产生

噪声的违法行为。强化建筑垃
圾运输车辆的监管，加强建筑垃
圾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从
业资格证》检查，严查超限超载
等违法行为。

检查组要求，各相关单位和
各建筑施工工地要以进一步提
升居民工作和生活声环境质量

为目标，对夜间清运建筑垃圾、
夜间建筑施工噪声采取有效降
噪措施，尤其是对距离居民区较
近的工地，采取精细化管理，有
效减少夜间车辆运输、建筑施工
等环节产生的噪声污染，切实提
高噪声污染防治水平，改善西安
市夜间声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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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小军“永远的神”

7月31日，中国选手卢云秀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 奥运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