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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场小组赛，进 6
球，失 17 球，中国女足
带着这样的成绩折戟东
京奥运会，让人吃惊。
　　那支 4 月份还在绝
境下逆转淘汰韩国队，
获得奥运会入场券的中
国女足，那支让苏州看
台上老爷们痛哭流涕的
铿锵玫瑰去哪了？
　　时间回到 7 月 27
日 2 ：8 输给荷兰队的
惨案发生前。
　　 7 月 25 日，横滨的
一个训练场，贾秀全怒
了，连大风都盖不住他
15 分钟的训话。这一幕
让人脑中飘过一个画
面，2016 年里约奥运
会，刘国梁对着张继科
大吼——— 醒醒啊，别懵
啊，这可是奥运会！
　　这个场面何其相
似，贾秀全也想叫醒眼
前 22 朵“玫瑰”。大家低
着头听训。彼时，中国队
已 0：5 不敌巴西队，4：
4 险平赞比亚队，谁会
想到，更大的惨案还在
后面。
　　“老队员、新队员都
有可能犯错！漏了就漏
了，下场不漏或者少漏
就行了！想想怎么放手
一搏！四年一届的奥运
会，多不容易。想再要参
加，要花费巨大力量，才能亚洲出线。现在
已经带领大家出线了，就在这个舞台上，你
要怎么样去表演？”
　　 7 月 21 日、24 日的两场小组赛赛后
新闻发布会 ，贾秀全的中心思想就一
个——— 自己担一切责，背所有锅。对外，他
护犊，但关起门来，他也顾不上说话难
听了。
　　“话都说这份上了，所有错我都担了，
你们还有什么（包袱）？想想怎么放手一搏
吧！”
　　来东京前，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赢一
场（赞比亚）、平一场（巴西）、输一场（荷
兰），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线，也许还
能再往前走走。可现实是，当 35 岁的巴西
老将玛塔打进第一个进球，中国队年轻的
后防开始全面决堤。再之后，面对矮小的赞
比亚女足，中国队在 3：1 领先后，竟让 1.53
米的班达在我方禁区完成了帽子戏法。
　　当理想与现实乾坤颠倒，中国女足把
自己逼上了绝境。27 日，她们必须大比分
战胜 2019 年法国世界杯亚军才能出线，谁
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
结果不太难看，输球不输人就行。
　　结果，又是惨案。最后一场，依然没有

“醒过来”的中国女足后防被打成了筛子，
被荷兰人连灌 8 球。
　　三场比赛，中国女足失球总数达到了惊
人的 17 球，王霜、王珊珊和小将王妍雯的 6
个进球，依然无法遮住这个两位数的耻辱。
　　公平地说，贾秀全为这支女足付出了
心血和努力，在他的铁腕治军下，女足无论
是精神风貌、意志品质、团队合作、体能储
备上确实有很大进步，但竞技体育的残酷
之处就是“结果决定论”，一切原因都能从
结果倒推。
　　不可否认，这支奥运参赛队最大的问
题是建队思路“本末倒置”。各种新人、新面
孔出现在 22 人大名单中，其中，10 人国际
比赛经验不高于 3 场，5 人连成年国家队
出场次数都没有，13 人为“95 后”。而因各
种原因，队中少了老将马君、娄佳惠，及前
锋唐佳丽，加上后防中坚吴海燕因伤不能
上场，导致这支新女足与打韩国那支比，早
已物是人非、判若两队，在防御力、战斗力、
经验值上先输一阵。
　　组队时，贾秀全初衷是希望带年轻人
去大赛历练，积累经验，如果带个把新人参
加还可接受，但一半都是新面孔，用奥运大
赛为她们练兵，这个思维就值得商榷了。毕
竟奥运会不是练兵场，它是各国与地区之
间最强战队的竞技场、比武场，大家想看的
是强强对话，不是新人练级。
　　虽然前场王霜、王珊珊、张馨等经验丰
富的球员在进攻端踢得有声有色，让人还
能看出中国女足素养，但新人把守的后防
线却是一地鸡毛，3 场丢 17 球，让人难以
接受。客观来说，因为疫情原因，奥运会前
的中国女足没有一场国际赛事热身，这让
初来奥运赛场的年轻人无所适从，被人进
球就慌张，被人过了就分神，导致“破窗效
应”加剧。
　　纵向看，这些年来，中国女足依然能打
进世界杯和奥运会，亦能保持亚洲前三，但
在世界舞台上与诸强横向对比，我们才发
现，中国女足和她们的差距在被进一步拉
大，铿锵玫瑰的复兴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
走更艰苦的路。
　　间隔了五年的奥运会，中国女足以惨
败收场，让人始料未及。这可能也是 31 岁
的王珊珊、29 岁的王焱和张馨的最后一届
奥运会。新生代女足的未来、球迷的期待，
有人来负责和买单吗？

（记者岳冉冉、林昊）
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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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记者马锴、李博
闻、毛鹏飞）法国队传球出
界，中国队拿下比赛，摘得
东京奥运会女子三人篮球
项目铜牌。
　　“把胜利还给我！”半
决赛输给俄罗斯后，中国
队带着这样一口气，踏进
了铜牌争夺战的赛场。显
然，法国并不会将胜利拱
手相送。
　　开场就撕咬，没有人
外线出手，全都在突击篮
下。越靠近篮筐的地方，命
中率越高，没有人会把生
死战的赌注下在外线。
　　一分半钟没人得分。
王丽丽弧顶接球启动，顶
着对方中锋上篮打进，同
时造成犯规命中罚篮。王
丽丽的一声怒吼破了局，
中国接连砍分打出 7：3，
占得先机。
　　向前一步就是奖牌，
谁都不愿后退分毫。法国
用挡拆制造换位，连续“小
打大”突进篮下缩小分差。
　　在三人篮球的场上，
比赛只有 10 分钟，十几秒
的松懈就可能葬送胜利。
半决赛后，主教练许佳敏
对球员说：“再拼一场就能
拿到奖牌，想想你们有多
难才走到这里，别留遗憾！”
　　比赛至此，技战术已

不是决定性因素，拼的是求胜欲。双方都
防得很凶，不肯给对方任何一次空位投篮
的机会。杨舒予在空中扭着身体，投进了
打板远投。3 秒钟后，法国队远投回应。
　　这场拉锯战仅剩 25.8 秒时，中国失
误，法国球权，中国 16：14 领先。场上暂
停，王丽丽单膝跪地，张芷婷弯腰扶膝，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汗顺着胳膊往下淌。
　　“掩护就换、别给两分。”“打死不能
给两分。”姑娘们一一击掌，提醒队友，声
音并不太大。时间告诉她们，胜利的天平
在向中国倾斜。防下远投、抢下篮板、对
方失误，中国姑娘把铜牌抢到了怀里。
　　呐喊、振臂、拥抱过后，王丽丽俯下
身子捂住了脸，围在身边的队友擦着眼
泪，拍了拍她，彼此说不出一句话。
　　聚光灯下，姑娘们的眼里有光，身上
带光——— 今夜的光属于中国三人女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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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没有用尽全力。”

　　背景：女子 200 米蝶泳半决
赛，中国选手张雨霏以 2 分 04
秒 89 排名第一挺进决赛，也刷
新了由她本人保持的今年世界最
好成绩。
　　评论：咳，昨天说“我在后半
程也减慢了速度”然后就拿了第
一晋级半决赛的也是你吧？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一块

银牌不够好，但我不这样想。奥

运银牌很了不起。”

　　背景：女子三人篮球半决赛中，
俄罗斯战胜中国挺进决赛。半决赛
后，有记者问俄罗斯队马上就要打
争夺金牌战了是什么感受时，俄罗
斯队员科齐克说。之后，她们果然只
获得了银牌。
　　评论：嗯，这是“毒奶”没毒好？

  “我的奥运会目标 ？就是能

和我的莱德茨基同池比赛、握

手拥抱！”

　　背景：女子 1500 米自由泳
决赛中，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
19 岁小将王简嘉禾没有重现预
赛打破亚洲纪录的神勇，与奖牌
失之交臂。世界纪录保持者、三届
世锦赛冠军莱德茨基夺冠，领先
亚军多达 4 秒 07 。赛后，王简嘉
禾秒变“迷妹”，与偶像莱德茨基
握手拥抱，她还说：“能拿到奖牌
算我运气好；没拿到就回去努力，
下次再拿”。
　　评论：赢之前，先学会输。小将
大智慧！

　 　“我 又 不 是 美 国 国 务

卿……奥林匹克就是体育能

超越政治破事儿的地方，所以

不奇怪我们教练相见会很开

心，球员也显示出运动员精

神。我真希望现实也这样。”

　　背景：美国男篮赢球了！他们
在小组赛第二场中 120：66 战胜
伊朗队，赛后发布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主教练波波维奇，对美伊两
队能在两国有政治分歧的情况下
仍在体育赛场上同场竞技怎么看
时，72 岁的波波老爷子这样说。
　　评论：这个世界会好吗？在五
环旗下，它会的。

奥运选手 如是说

  图 1 ：7 月 27 日，张雨霏在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丁旭摄

  图 2 ：7 月 28 日，俄罗斯女
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洛古诺娃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图 3：7月 28日，王简嘉禾在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丁旭摄

  图 4 ：美国男子篮球队在比
赛中。 图片来自国际奥委会官网

奥运赛场大学生，拿块金牌“过暑假”
　　新华社柏林 7 月 28 日电（记者
刘旸）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大批在校
生成为中国队中流砥柱，硕士生、博
士生闪耀赛场，智勇兼备、文武双全，
都是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火爆出圈的首金得主杨倩是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27 日她
和搭档杨皓然一起为中国队再添一
金，俘获无数粉丝。杨倩的“校友兼
队友”史梦瑶也即将在 50 米步枪
三姿比赛中亮相。被网友戏称为“五
道口体校”的清华大学有着深厚的
体育传统。
　　与清华大学官方微博接连不断
刷杨倩的消息一样，各高校也展开
一场骄傲“大比武”。
　　北京师范大学集齐女子三大球

主力：女篮邵婷、女排朱婷和女足王
霜。邵婷 2008 年以普通考生身份
考入北师大，边学习边打球，打着打
着就被北京女篮相中，随后进入国
家队，现在是在读博士。
　　女排队长朱婷从郑州大学本科
毕业后，来到北师大读历史学院硕
士研究生。当下她的伤势和中国女
排的命运牵动无数球迷。
　　女足核心王霜是北师大体育与
运动学院硕士研究生。本届奥运会
上，女足姑娘遭遇挫折，以惨败结束
东京之旅。女篮首战力挫弱旅波多
黎各，女排在“死亡之组”两连败，捍
卫荣耀，姑娘们得加把劲儿了。
　　上海交通大学有多名在校生相
继亮相，包括女子 400 米自由泳铜

牌得主李冰洁、三人男篮胡金秋、体
操名将范忆琳、女子赛艇四人双桨
比赛中以绝对优势夺冠的陈云霞、
张灵等。
　　捷报频传的还有西南大学。中
国代表团男旗手赵帅是该校在读博
士生。里约奥运会上为中国男子跆
拳道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赵帅，在
东京赛场上抱憾摘铜。举重赛场上，
谌利军上演惊天逆袭，廖秋云六次
试举全部成功，两位西南大学“力量
担当”分别夺得一金一银。跳水运动
员施廷懋也来自西南大学，获得女
子双人三米板金牌。
　　说到体育大学，东京奥运赛场
出镜率最高的当然还是“冠军摇
篮”——— 北京体育大学。北体大共有

48 名学生出征东京，参加 22 个项
目比赛，包括“亚洲飞人”苏炳添，铅
球世界冠军巩立姣，里约奥运会金
牌得主、竞走运动员刘虹，女子重剑
个人决赛中夺冠的孙一文，乒乓球
国手刘诗雯，男子双人十米台银牌
获得者曹缘等等。
　　高校在读的运动员还有宁波大
学体育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里
约奥运会举重冠军石智勇，浙江大
学教育学院 2020 级博士生、短跑名
将谢震业，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羽毛球选手何冰娇，
湘潭大学 2019 级行政管理专业研
究生、羽毛球选手贾一凡等等。
　　压力是不是好大啊，不好好锻
炼身体还能愉快地做同学么？

　　新华社东京 7 月 28 日电奥运赛场
从来不缺乏惊心动魄的竞技场面，同时
也见证了无数温暖人心的感人瞬间。其
中有这样一群运动员，因为在追求奥运
梦想的道路上多了一重身份，格外令人
敬佩——— 她们是运动员，也是母亲。
　　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上，这些“妈
妈选手”奋力拼搏、追求卓越的身影激励
着全世界亿万体育迷们。

11.. 吴静钰 （中国，跆拳道）

　　在世界跆拳道历史上，吴静钰是第
一位连续参加 4 届奥运会的女运动员。
34 岁的她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两度摘金。本届奥
运会上，尽管吴静钰最终止步复活赛，但
她依然收获了广大体育迷、甚至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的尊敬。
　　“现在，我可以接受自己退役了。”吴
静钰在 24 日输掉比赛后眼含热泪地说
道。同时，她还为自己的女儿送上了一段
祝福：“妈妈和爸爸会永远爱你，生活掌
握在你自己手中，我们希望你勇敢地去
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吴静钰位
列第七，随后她选择了退役，并在 2017
年生下一女。仅仅半年之后，她就做了一
个惊人的决定——— 重回赛场。
　　“复出之后的头两个月非常困难，我
的身体就像散架了一样，连跑步都很费
劲，更不用说高踢腿了。”吴静钰在 2020
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
　　现在的吴静钰，除了运动员身份，还
身兼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一职。她也
希望，能够将自己二十多年运动员生涯
所获得的经验，都回报给热爱的事业。

22.. 刘虹 （中国，田径）

　　刘虹的经历与吴静钰相似，同样的
34 岁，同样在荣誉等身后离开赛场，同
样又在成为一名母亲后选择了复出。
　　原本刘虹打算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彻底告别赛场，但是由于疫情导致奥运
会推迟，刘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她
不确定自己能否再坚持一年。
　　然而，刘虹用她的坚韧做到了。

2021 年 3 月份的全国竞走锦标赛
暨奥运会选拔赛上，她还和队友杨
家玉双双打破了世界纪录。
　　“现在，奥运会就是最主要的目
标，之后的事情先不想太多。”她说。

33.. 亚历克斯·摩根
      （美国，足球）

　　东京奥运会是 32 岁的摩根第
三次踏上奥运赛场，也是她第一次
作为母亲参赛。2020 年 5 月，她与
丈夫卡拉斯科迎来了女儿夏莉。
　　出发前往东京前，摩根在社交
媒体上写道：“这个月，我将非常想
念我的宝贝女儿。夏莉，我会让这一
切都值得的。”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比怀
孕前还要好。”摩根在接受国际足联
官网采访时说。

44.. 阿莉松·菲利克斯
       （美国，田径）

　　美国田径名将菲利克斯即将参

加她的第 5 届奥运会。此前 4 次参
赛，她已经拿到了 9 枚奖牌。来到
东京，她有望打破传奇名将卡尔·刘
易斯 10 枚奥运奖牌的纪录，成为
美国历史上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田
径运动员。
　　 2018 年 11 月，菲利克斯迎来
了女儿卡姆林。她希望以母亲的身
份重返奥运赛场，向世人证明女性
在生完孩子后依然可以打破纪录。
　　“我希望让后继者们看到（女
性）不一样的一面，这需要我们鞭策
自己不断向前，为我们自己而战！”
菲利克斯说。

55.. 安·弗雷泽
   （牙买加，田径）

　　 2017 年 8 月，六次奥运会奖牌
得主弗雷泽迎来了自己的儿子锡安。
当时，弗雷泽在社交媒体上动情地写
下“希望自己能成为最棒的母亲”。
　　东京奥运会上，弗雷泽期待在
女子 100 米和 200 米比赛中登上

领奖台。

66.. 奥卢丰克·奥绍奈克
      （尼日利亚，乒乓球）

　　来到东京，奥绍奈克已经创下
了历史——— 她成为第一位参加 7
届奥运会的非洲女子运动员，同时
也是乒乓球历史上第一个参加 7
届奥运会的女子运动员。
　　“我感觉自己今天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女人。我仍然不敢相信，就像
是在做梦一样。”已是两个孩子母亲
的奥绍奈克在获得东京奥运会“入
场券”后说道。
　　在 24 日的女单比赛中，奥绍
奈克不敌美国选手，止步资格赛。

77..奥克萨那·丘索维金娜
    （乌兹别克斯坦，体操）

　　 46 岁的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
堪称奥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从 1992 年以独联体运动员身
份参赛，到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出战，

再因为儿子治病改为德国国籍，最
终又恢复乌兹别克斯坦国籍，丘索
维金娜八战奥运的故事令人震撼。
　　 2002 年，丘索维金娜 3 岁的
儿子被确诊白血病，她变卖家产、疯
狂参赛，希望通过比赛奖金来供儿
子治病。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
医疗条件，丘索维金娜转籍德国，代
表德国出战世界大赛。2008 年北
京奥运会，丘索维金娜夺得女子跳
马银牌，回报了德国对她的帮助，那
一年她已经 33 岁了。“你未痊愈，
我不敢老”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儿子病好后，丘索维金娜选择
继续体育事业，这一次支撑她的是
对体操的热爱。46 岁的丘索维金娜
走上东京的体操赛场，与跟自己儿
子年纪相仿的选手们同场竞技。
　　在遗憾止步资格赛后，现场没
有观众，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
场的裁判、志愿者、媒体工作者等，
纷纷起立鼓掌，向这位用一生诠释
奥运精神的伟大运动员致敬。

妈妈，你是我的英雄 盘点东京奥运会上的“妈妈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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