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斐济队在空荡荡的体育场内庆祝特殊的胜利。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谷苗 吴雨伦

“小国奇迹”第二季，带来新的希望
斐济蝉联奥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冠军对于在世界体坛存在感稀薄的斐

济 ， 七人制橄榄球是唯一的骄傲 。

“国球” 在里约奥运会上为这个南太

平洋岛国带去无限欢乐， 斐济男队轻

松夺得冠军， 摘下斐济自 1954 年参

加奥运会以来的首金， 同时也是唯一

的奖牌。 而这一次， “小国奇迹” 上

演了第二季。

在昨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男子七

人制橄榄球决赛中， 斐济队以27比12

击败新西兰队，夺得“背靠背”冠军。斐

济队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整场比赛

里始终处于领先，从第2分钟德雷纳拉

吉首开纪录， 到终场前两分钟图伊瓦

卡锁定胜局， 斐济人充分展现了自己

在橄榄球方面的天赋和统治力。

与五年前上万名里约观众为斐济

的成功热情欢呼不同，这一次，只有斐

济队员声嘶力竭的庆祝声回响在空荡

荡的东京体育场内。 这是一次特殊的

奥运会， 疫情改变了几乎所有运动员

的轨迹，好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为了更好地备战奥运会， 斐济队在赛

前数月就进入封闭集训状态， 以免队

员与外界接触，增加感染新冠的风险。

“我已经有整整四个月没能见到我1岁

的孩子了。 这对我来说太艰难了。”29

岁的队员瓦库里尼纳布利说，“但一想

到我的孩子，和去年去世的父亲，就会

赋予我更强大的力量。 这枚金牌就是

为他们准备的， 同时也献给所有在疫

情中挣扎的斐济人。”

此前受新冠病毒影响不大的斐

济， 近期国内的疫情猛烈暴发， 7 月

22 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2000

例， 该国现存新冠患者接近19000人，是

整个大洋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疫情阻

挡不了斐济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场

决赛，其中不少人边看边挥舞7斐济元纸

币，而在决赛前，斐济人在社交媒体上组

织了一场声势不小的声援活动———所有

人上传自己与7元钞票的合影。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面值为 “7”

的钞票。 在里约奥运会后， 斐济政府印

发了这款纸钞， 以此纪念七人制橄榄球

队的伟大胜利。 这既是纪念币， 也是可

以流通的法定货币， 印制了 200 万张之

多， 而斐济的人口只有 90 万出头。 据

说全新的 7 元钞票在网上可以标价超过

20 元， 许多当地人把这张特殊的钞票

作为吉祥物放在钱包里， 甚至将它供上

神龛。

“2016 年在里约的胜利 ， 让斐济

从热带气旋温斯顿带来的巨大打击中走

出。 而这一次在东京的胜利， 可以帮助

我们战胜疫情。” 收藏了五张 7 元纸钞

的球迷索瓦尼瓦鲁说， “这个冠军将带

来很多希望和积极的情绪， 让人们继续

与新冠作斗争， 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生

活。” 斐济橄榄球队不久就将踏上归途，

与五年前不同的是， 他们回国后将接受

10 天隔离方能回家 。 之后的一切 ， 或

许会慢慢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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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人女篮勇夺铜牌
上海姑娘张芷婷立下功劳

本报讯 （记者谷苗） 初登奥运

舞台，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就创造了

历史。 在昨晚进行的季军争夺战中，

中国姑娘以 16 比 14 力克法国队， 收

获一枚宝贵的铜牌。 中国篮球上一次

登上奥运领奖台还要追溯到 1992 年，

郑海霞领衔的中国女篮取得了亚军的

历史最佳战绩。

三人篮球是东京奥运会新设项

目。中国女队派出张芷婷、万济圆、王

丽丽、杨舒予组成的阵容，其中张芷婷

是来自上海的选手。循环赛获得5胜2

负，她们以第三位的身份跻身淘汰赛。

半决赛面对此前战胜过自己的俄罗斯

奥林匹克队，中国姑娘力拼每个回合，

还是遗憾地以14比21告负，无缘决赛。

季军争夺战里， 中国队主教练许

佳敏激励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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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循环赛里曾以 20 比

13 战胜过的法国队 ， 中国姑娘们不

负众望， 以 16 比 14 再次取胜。

“累得不行了，腿是麻的，感觉不

到身边有空气。任何困难都无法影响

我们去争取胜利。”胜利时刻，四位姑

娘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决赛贡献9

分4个篮板的王丽丽坦言，“赢得铜牌

我们非常激动，我的队友、教练努力了

这么久，终于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证明

了我们自己。”上海球员张芷婷赛后第

一时间与家人联系，她骄傲地说：“妈

妈，我做到了！”篮协主席姚明也到现

场观战，与姑娘们分享胜利的喜悦。

在随后进行的冠军决战中， 实力

强大的美国队以 18 比 15 战胜俄罗斯

奥林匹克队， 夺得奥运史上首枚三人

篮球金牌。 男子三人篮球前三名分属

拉脱维亚队、 俄罗斯奥林匹克队和塞

尔维亚队。

日韩晋级八强
男足小组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日本4比0

法国———你没看错， 在东京奥运会男

足小组赛末轮中， 日本国奥队以4比0

击败了法国队， 从而成为唯一一支小

组赛三战全胜的队伍，昂首进军八强。

而另一位亚洲代表韩国队，在以6

比0大胜洪都拉斯队后，同样成为B组

第一位。而除法国外，德国、罗马尼亚

均悉数提前出局。四位欧洲代表中，仅

有西班牙一队杀入八强。

因为奥运会男足赛事不属于国际

A级赛， 因此俱乐部有权不放行球员

参赛，而法国、德国等国奥队均遇到了

招不到球员的问题。不过日本队能以4

比0完胜法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强大

的实力。 久保建英在第27分钟首开记

录，三场小组赛均有进球入账，此后酒

井宏树、 三好康儿和前田大然各入一

球，彻底击溃了法国队。与日本队一同

从A组出线的是墨西哥队。

B组的韩国队在首战0比1不敌新

西兰后，先后4比0击败罗马尼亚、6比0

横扫洪都拉斯， 以2胜1负成为小组头

名，与新西兰一起晋级八强。

C组的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战成

1比1，以1胜2平夺得本组第一。阿根廷

队与埃及队同积4分，因净胜球少而遭

淘汰，埃及队幸运跻身淘汰赛。D组的

巴西队3比1击败已经提前出局的沙特

阿拉伯，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同科特迪

瓦携手出线，德国队名列该组第3位。

八强对阵形势由此出炉———上半

区，日本对新西兰，西班牙对科特迪瓦；

下半区，韩国对墨西哥，巴西对埃及。

羽球头号男单桃田贤斗出局
两对中国混双组合跻身四强

本报讯 （记者谷苗）接连遭遇车

祸、手术、感染新冠等诸多磨难，原本

希望在奥运会上收获理想结局的桃田

贤斗， 在小组赛阶段就爆冷出局。昨

天， 这位羽毛球男单头号种子以15比

21、19比21不敌世界排名第38位的韩

国选手许侊熙，黯然结束了奥运征程。

作为东道主选手，世界排名第一、

两夺世锦赛冠军的桃田贤斗被寄予厚

望。相比之下，许侊熙从未在世界大赛

中取得好成绩， 在双方此前的三次交

手中更是全部落败。 看似没有悬念的

较量，比赛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首局

比赛，面对完全不在状态的桃田，许侊

熙火力全开， 以21比15先下一城。次

局，世界第一找回些许状态，但许侊熙

从比赛中段后来居上， 并在双方战成

19平的关键时刻，连得两分拿下比赛。

带着小组赛1胜1负的战绩早早离

开， 桃田坦言自己没能调整好状态，

“首局开始我感觉还可以，但当对手打

到11分时，我开始无法找到状态。以前

发生这种状况时，我可以调整回来，但

这次没能做到。”

爆冷淘汰头号种子的许侊熙，将

胜利归功于心态，“我的世界排名比桃

田低很多， 所以抱着去挑战他的心情

比赛，只想尽力拼一场。我属于攻击性

比较强的类型， 桃田的防守原本很出

色，但这场球他似乎做得不太好。”

其他比赛中，中国队员悉数过关。

混双前两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王懿

律/黄东萍携手闯进四强。女单选手陈

雨菲、 何冰娇和男单卫冕冠军谌龙均

以小组头名顺利出线，其中，陈雨菲作

为头号种子淘汰赛首轮轮空， 直接晋

级女单八强。

让我们去激励因疫情充满悲观的世界
战胜新冠病毒后，多位著名选手征战奥运赛场

“成为人类战胜病毒的证明”———作

出延期一年的决定时， 日本首相菅义伟

曾如此描述东京奥运会的愿景。

如今，东京奥运会“逆风”启航。尽管

疫情的阴霾仍未彻底消散， 但诸多战胜

新冠病毒征战奥运赛场的运动员们，成

为美好愿景终将成真的缩影。 他们奋力

拼搏的身影和坚韧不屈的斗志， 成为人

类不惧挑战、共克时艰的生动写照，以最

鲜活的方式展现体育的价值， 向仍在与

疫情抗争的人们传递力量和勇气。

新冠无法战胜寺内健对
跳水的“执念”

若非疫情突袭，去年7月24日，本该

是奥运圣火在东京点燃的日子。 奥运会

推迟后， 日本跳水老将寺内健照旧在俱

乐部日复一日地训练， 却因为在这一天

接触了携带新冠病毒的友人， 不幸成为

入选日本代表团的运动员中首位新冠确

诊病例。

咳嗽、发烧相伴而至，嗅觉和味觉相

继出现异常， 寺内健住院接受治疗。“生

命始终是最重要的。 我不得不暂时停止

训练。” 对于这位已到不惑之年的老将，

备战期延长一年已是巨大挑战， 感染新

冠更是突如其来的莫大打击。 但如同漫

长职业生涯中的每一次困境， 他依然选

择以乐观心态去面对。

在2020年的新年祈福牌上， 寺内健

曾写下“执念”二字。正是带着对跳水和

奥运会奖牌的执念，他坚守又一个五年，

也挺过了与新冠病毒抗争的日子。“因为

有目标，我不会产生消极的想法。疫情的

不确定性， 对每一位运动员都是前行的

阻碍， 但这也是一次让我思考奥运会真

正意义的机会， 我因此重新思考体育的

作用和价值。”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训练

的日子里，寺内健保持居家锻炼，并与其

他队员保持交流，“我们一同讨论， 成功

的奥运会将如何激励这个因疫情充满厌

倦和悲观的世界。”

如寺内健所愿， 历尽波折的东京奥

运会终启大幕， 他也在自己的祖国开启

个人第六次奥运征程。 在昨天进行的男

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日本老将搭档比自

己小12岁的坂井丞出战， 最终获得第五

名，未能实现冲击奖牌的目标。几天后的

男子3米板单人较量，很可能成为这位跳

水传奇的谢幕之战。“让我们再努力一次

吧！”教练马渊崇英向弟子喊话。无论结

局如何，寺内健已用自己的坚韧和乐观，

给更多人带去信心和温暖。

奋战于抗疫前线，伊朗射
击奥运冠军曾两度感染

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前， 也许谁都

不曾想到名不见经传的伊朗选手贾瓦

德·福鲁吉会夺冠。东京奥运会官方信息

系统里只有一条关于他的信息：41岁又

316天的福鲁吉将成为该项目最年长的

参赛者 。 夺冠后他的故事才为人所

知———作为抗疫前线的一名护士， 福鲁

吉的备战工作因在抗疫中两次感染新冠

而被迫中断数月。

2017年6月才开始接受专业训练 ，

41岁的福鲁吉在射击项目上是不折不扣

的 “新人”。 护士的身份则伴随着福

鲁吉更长的时间。 过去15年中， 他一

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亚托拉医

院救死扶伤。 当去年春天新冠疫情笼

罩伊朗， 福鲁吉白天与射击为伴， 晚

上奔波于抗疫前线， “我在医院上夜

班， 是因为这样我可以参加完比赛和

训练后再来上班。 之所以坚持下来是

有动力的， 因为我爱射击。” 在满是

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中， 福鲁吉也不

幸感染， 康复后的他立即投入奥运备

战中， 不料其间再度感染， 最终在中

断了一个多月的专业训练后， 他才得

以重返训练场。

“作为一名会射击的护士，我一直

在许愿奥运不会因为新冠疫情取消。”

如福鲁吉所愿， 东京奥运会在历经波

折后如期而至， 福鲁吉也在自己的首

届奥运会上爆冷夺冠。 回首与疫情抗

争的近一年半时间， 福鲁吉感慨万千，

“作为一名护士，我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就

与疫情作战，这一切真的太难了。作为一

名射击运动员， 我过去两年的辛苦训练

就为了这一天。”

走下领奖台， 福鲁吉将回到德黑兰

继续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他呼吁世界

重视这场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危机，

“作为一名护士，我要告诉所有人，只有

我们遵守社交规则才能避免感染新冠病

毒，全世界才会好起来。”

击败病毒，佩莱格里尼在
东京完成最后一次200米

1分55秒91， 意大利名将佩莱格里

尼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第七位触

壁。 虽然这一成绩距离她2009年世锦赛

创造的世界纪录慢了多达3秒， 然而登

上东京奥运会决赛舞台， 佩莱格里尼已

经创造了历史———这位32岁的意大利女

神级选手成为首位连续五次进入该项目

奥运决赛的选手 。 《米兰体育报 》 写

道： “感谢费代丽卡·佩莱格里尼， 你

书写了一部伟大的神话。 连续五次闯入

奥运会200米自由泳决赛， 从未有人能

取得这样的成就。”

书写历史的路上， 伴随着坎坷与艰

辛。奥运会延期一年，对于在游泳界已属

高龄的佩莱格里尼是严峻的挑战， 不曾

料想，还感染新冠。去年10月，意大利游

泳队训练营爆发群体性感染事件， 十余

位选手确诊感染新冠， 其中大部分人为

无症状感染者， 但佩莱格里尼并未那么

幸运。

根据这位前奥运冠军的描述， 她在

一次训练后出现咳嗽不止、 头痛恶心、

39℃高烧不退等症状， 嗅觉和味觉也相

继出现异常，并最终确诊感染新冠。这位

名将此后呼吁世界意识到新冠的严重

性，“倘若你想知道什么是流感， 什么又

是新冠，我的经历就是最好的答案。”

最终佩莱格里尼战胜了新冠病毒，

站上了东京奥运会的舞台。 从2004年雅

典年仅16岁收获银牌，2008年北京以打

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 最终第五次站

上奥运泳池载入历史， 回顾从雅典到东

京的17年， 佩莱格里尼在社交媒体上写

道，“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美好但艰难，

我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走出东京水上运动中心， 佩莱格里

尼决定与心爱的泳池告别，“在这场奥运

会决赛中， 我游完了期待中的最后一次

200米。 我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运动。为

了这项运动，我倾尽所有。感谢这些年来

所有为我欢呼、支持我的人，你们从来没

有放弃我。”

■本报记者 沈雷

本月已有174名奥运参与者确诊新冠

因疫情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

注定将笼罩在新冠阴影之下。根据7月

28日东京奥组委公布的数据，7月1日

至7月28日，东京奥组委及日本各地政

府共确认包括20名运动员在内的174

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 其中82人

来自海外，92人为日本居民。

在感染新冠的20名运动员中，千

叶县、富山县、东京都政府分别报告一

人，其余17人由东京奥组委报告。东京

奥组委还公布了其中13名运动员的项

目，其中沙排三人（美国一人、捷克两

人）、足球两人（南非）、跆拳道两人（智

利一人，荷兰一人）、公路自行车两人

（捷克、德国）、乒乓球一人（捷克），滑

板、赛艇、网球各一人（均为荷兰）。

对于愈演愈烈的新冠形势， 东京奥

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27日表示，“所有参

与举办奥运会的人员都定期接受检测。

奥运相关人员比世界其他任何人群检测

都频繁。而且我们一再表示，奥运会参与

者的阳性率非常低。” 东京都政府曾在6

月上旬发布一项预估， 认为奥运会期间

将总计有150余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

染新冠，日均7.7例，但显然现在已经远

远超出了这一估算值。

与此同时， 日本疫情也呈现爆发式

增长态势。27日，日本报告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7629例，比前一日增加近3000例，创

1月9日以来新高。 东京无疑是日本疫情

的“震中”，当天新增2848例，较前一日增

加1419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当被问及是否会因为东京都病例激

增而考虑中止奥运会时， 日本首相菅义

伟27日晚给出了坚定的回应。他表示“将

保持强烈警惕以防疫情扩散”，并呼吁民

众在家通过观看转播为选手们加油，但

坚决否认了停办东京奥运会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战胜了新冠病毒的日本跳水老将寺内健（下），与搭档坂井丞获得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 3 米板第五名。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