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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奥运会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 777 人出征，其中运动员

431人，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其中，有

6位集美大学校友为国出征。

女子帆板
卢云秀（2015 级运动训练专业）

7 月 31 日下午，在东京奥运

会女子帆板 RS：X 级比赛中，中

国选手卢云秀凭借总成绩 36 分

的积分勇夺第一，夺得该项目冠

军，为中国代表团收获第 20 枚金

牌。

此次出行前往东京，中国帆

船帆板队是第一支出征也是第一

支到达东京的国家队。毕业于集

美大学运动训练专业 2015 级的

卢云秀，正是中国帆板队的一名

主力。

卢云秀的教练高传卫说，“这

个孩子不仅肯吃苦、悟性高，身上

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1996 年 9 月 6 日，卢云秀出

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杜浔镇范阳村

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在卢云秀

小时候，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管她，

她就和小伙伴们漫山遍野地肆意

奔跑。

在乡间的奔跑中，懵懵懂懂

的卢云秀似乎发现了自己对体育

的热爱，而这样特殊的童年时光

也奠定了她的运动基础和对体育

的热情。

2008 年，未满 12 岁的卢云秀

刚上初中，逐渐展现出运动天赋

和运动能力的她，被体育老师推

荐到漳浦少体校学习。学习期间，

卢云秀被体校教师送到福建省帆

船帆板运动管理中心。

但第一次加入帆船队的卢云

秀，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帆板”，只

能一次次尝试，慢慢摸索……只

有 13 岁的卢云秀，面对十分辛苦

的训练，选择了坚持下去。

三年后的 2011 年全国青少

年帆船锦标赛，卢云秀拿到了亚

军的好成绩，从此崭露头角。两年

后，17 岁的卢云秀正式加入中国

国家帆板队。

从此，卢云秀与这项运动结

下了不解之缘。接触越多，她对帆

船运动的理解也就越深。

在 2019 赛季的各项帆板世

界大赛中，卢云秀的成绩不仅从

未掉出过前三名，而且还在下半

赛季屡创佳绩，最终获得 9 月在

意大利举行的帆板世锦赛的冠

军，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加冕该

头衔的“95 后”运动员，在此前的

世界帆联世界杯日本站比赛上，

卢云秀已获得奥运帆板入场券。

她也曾在中国帆船年度颁奖典礼

上获评 2019 年度最佳女运动员。

从事帆板项目 12 年，从懵懵

懂懂到帆板新星，卢云秀说她能

做的就是跟着教练的计划，一步

一个脚印面对每一天的训练。尽

管要面对很多挫折和困难，但这

些经历让她越来越热爱帆板运

动，越来越向往挑战。

强大的训练基础、对海面情

况的全面判断、自信果敢的性格

……这些都造就了她今日在东京

奥运会上的成功。她的故事告诉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下”，人生终

将有所成就。

女子水球
鹿译文（2016 级运动训练专业）

“人生是一种经历，是苦是甜

都别辜负。未来的我们一定会感

谢现在努力奔跑的自己。”25 岁的

国家女子水球队队员鹿译文，

2014 年入选国家队，2020 年毕业

于集美大学运动训练专业。

“因为疫情原因，2020 年初原

定在哈萨克的奥运会资格亚洲赛

区选拔赛被取消，所以在 2018 年

亚运会上，中国以第一名大成绩

直接晋级。”此次备赛经历了新冠

肺炎疫情，鹿译文在长时间的封闭

训练中更加专注于训练和自我，每

天她都会静下心来总结一天的训

练效果。与此同时，她也感受到了

祖国的强大，有祖国这么坚强的后

盾，鹿译文更加拼劲十足。

她说：“在校期间，集美大学

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封

闭训练之余，我也通过集大感受

到了精彩丰富，具有青春活力的

大学体验，感恩。”对于此次比赛，

她说，借由团队的成绩来带动国

家水球运动的发展，让水球更广

泛地被国人所了解。同时做好疫

情防控，平安归来。

皮划艇静水
林文君（2019 级运动训练专业）

8 月 5 日，在东京奥运会女子

200 米单人划艇决赛中，厦门选手

林文君以 47 秒 608 的成绩获得

第六名。

首次入奥的女子划艇项目竞

争异常激烈。作为皮划艇项目中

皮划艇激流 男子单人皮艇
全鑫（2016 级运动训练专业校友）

“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名额是

今年 4 月底在泰国的亚洲区资

格赛获得的，最终确定出征人

选，是回国后的一场全国赛拿

到第一后决定的。”毕业于集美

大学 2016 级运动训练专业的全

鑫说，“保持最佳状态，发挥出

自己应有的水平就好。”

黄存光是全鑫的教练，同样

毕业于集美大学运动训练专

业，“此次东京奥运会因为受疫

情影响，我和队员全鑫足足准

备了五年，在这期间，全鑫有过

很大伤病，但从没有落下训练，

从没听过抱怨一句。这当中更

多的是不服输的精神和那股对

奥运会最高舞台追求的向往，

在支撑着信念前行。”黄存光于

2012 年也曾作为运动员参加伦

敦奥运会，他谈到，自己是 2005

级的，能看到徒弟参加东京奥

运会甚是欣慰，希望全鑫能够

超越自己。

全鑫坦言，之前以为文化学

习不是很重要，但在集大接触

了相关专业理论课程后，感觉

对自己训练有很直接的帮助。

田径男子 4×100m
汤星强（2015 级运动训练专业）

如果说8月 1日晚是所有国

人应该铭记的一晚，苏炳添在半

决赛跑出 9 秒 83 以及决赛第 6

名，让无数国人为之沸腾。那8月

6日晚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同样

让人印象深刻，汤星强、谢震业、

苏炳添、吴智强组成的中国男子

接力队，在男子 4×100米接力决

赛中跑出 37秒 79，平全国纪录

的成绩，获得第四名。

2016 年 7 月，里约热内卢

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

集美大学 2015 级运动训练专业

校友汤星强，名列出征田径队

运动员名单，里约奥运会男子

4×100 米接力，中国队（汤星

强、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以

37 秒 90 获第 4 名。

时隔 5 年，在 2021 年全国

田径冠军赛暨奥运会选拔赛男

子 100 米决赛中，汤星强再次获

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能再

次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还是

十分荣幸和骄傲，希望不给自

己设限制 ，做好自己 ，专注比

赛，展现中国速度。”

“所有专业运动员都想站在

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挥洒汗

水，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从事竞技体育开始，汤星强

便时刻准备着。因为受疫情的影

响，长期的封闭训练，或多或少会

带来身心上的疲劳，如何放松心

态，保持状态成为汤星强需要面

对的主要问题。此外，他谈道，如

何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也是所有高水平运动员都需要

面临的问题，这需要付出更多的

努力，通过分析技术动作后不断

改进。“这个过程虽然枯燥，但是

看到自己一点点的进步，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

汤星强表示，通过在集大的

生活和学习，自己的发展更加

全面，也更加多元化，同时学会

了更好地接纳自我，理解他人。

他说：“自己的成功与努力，离

不开领导、老师、同学的关心与

支持，很感恩；也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能够激励更多身边的

人，发扬爱拼才会赢的精神。”

教练（沙滩排球）
李健（2009 级运动训练专业）

李健教练原为福建籍沙滩

排球运动员，2006 年与周顺合

作，获多哈亚运会冠军；2009 年

与陈诚合作，在第十一届全运

会中为福建代表团争得金牌；

2010 广州亚运会与高鹏一起夺

得银牌，被国家体育局授予“国

际健将”。

在集美大学期间，李健刻苦

训练，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

顺利毕业。

2017 年李健退役，并于

2018 年进入国家队女子沙滩排

球队担任助理教练。此次东京

奥运会，也是李健第一次担任

奥运会教练。

8月 1日，东京潮风公园沙

滩排球场，中国沙滩排球队两对

选手在 16进 8的比赛中，双双闯

关失利，以两个第9名的成绩结

束了本次东京奥运会之旅。

两个第 9名的成绩，对于仍

处于艰难中的中国沙滩排球队

来说，已是来之不易，背后的艰

辛和付出更是超越常人能够忍

受的。本届奥运会见证了中国

沙滩排球队的拼搏汗水，感受

到中国沙滩排球重新崛起的希

望之光。（综合自中新社、厦门

日报、集美大学）

距离最短的比赛，200 米划艇角

逐要求参赛选手起航就要占据

先机，并迅速调整至强力冲刺，

中间不容有半点失误。

2021 年 4 月，林文君在广

州春季冠军赛暨东京奥运第一

次选拔赛中取得单人划艇 200

第一名，后于 6月 27 日，在武汉

全国皮划艇锦标赛暨东京奥运

会第二次选拔赛中，获得单人

划艇 200 米第一名，最终获得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女子单人划艇项目 2017 年

正式列入全运会项目，同年正

式成为奥运会项目，2018 年 11

月，国家集训队于贵州红枫湖

国家亚高原训练基地组队，正

式进入东京奥运会备战模式，

1000 天备战训练，严寒酷暑，披

星戴月，但文君从未松懈过。

“拼搏、毅力、目标清晰、非常自

律！”这是教练马松对林文君的

评价。

“提到集大，我首先想到的

便是嘉庚精神和“诚毅”校训，

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林文

君说。

划艇项目的训练，厦门是起

步比较早的。早在 2000 年，在厦

门市体育局的规划、指导下，厦

门市水上运动中心就设立了划

艇项目，2010 年设立女子划艇，

走在全国前列。

2012 年，出生于三明大田

县的 15 岁少女林文君从三明转

队到厦门。在此之前，林文君是

练习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转

到新项目，又从头开始学习新

技术。据她的划艇启蒙教练杨

劲松回忆，林文君训练特别能

吃苦，目标坚定、自律性极强，

在厦门训练的两年进步飞快。

2014 年，林文君进入福建省皮

划赛艇运动管理中心划艇队，

2016 年入选国家集训队。

美丽的杏林湾留下了林文

君刻苦训练的汗水，东京海之

森水上竞技场见证了林文君的

努力，梦想为舟，拼搏作桨，希

望林文君以东京奥运会为新起

点，越划越快，越划越远。

左起：苏炳添、吴智强、汤星强、谢震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