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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巴西会师决赛
男足半决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希望在

东京创造本国男足奥运会最好成绩的

日本国奥队昨晚梦碎赛场。 在与西班

牙国奥队的半决赛中， 两队 90 分钟

内战成 0 比 0 平 ， 加时赛第 114 分

钟， 西班牙队凭借阿森西奥的绝杀笑

到了最后。

参加本届奥运会的日本国奥队被

誉为史上最强， 拥有多名海外球员，

其中包括效力于皇马的久保建英、 埃

因霍温的堂安律等适龄球员， 而三名

超龄球员吉田麻也、 远藤航和酒井宏

树也均有多年五大联赛经验。

在这场半决赛中， 日本国奥队和

西班牙国奥队均祭出传控足球， 相比

之下， 拥有多达六位欧洲杯国脚的后

者在更多时候占据着优势。第38分钟，

西班牙队中场送出直塞打穿日本防

线，效力于狼队的拉法·米尔形成单刀

机会， 但他的捅射被出击的日本门将

谷晃生压在身下。第55分钟，西班牙队

获得点球， 但主裁在VAR提示之后作

出了改判。随后的比赛中，久保建英也

曾获得了一次良机， 只可惜他的射门

被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挡出。加时赛

第24分钟， 阿森西奥在禁区右侧左脚

兜射，终于攻破了日本国奥队大门。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墨西哥队与

巴西队在 120 分钟内战成 0 比 0 平，

巴西通过点球大战以 4 比 1 击败对

手， 昂首晋级决赛。

东京奥运会男足决赛将于北京时

间 8 月 7 日 19 点 30 分进行。

皮划艇队破13年奖牌荒
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摘银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在昨天上

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划艇

1000 米决赛中，刘浩/郑鹏飞最后时刻

被古巴选手超越，以 3 分 25 秒 198 的

成绩摘得一枚银牌。 这是中国皮划艇

项目时隔 13 年后再度夺得奥运奖牌。

在比赛前 750 米， 中国组合一直

处于领先位置， 只可惜最后 250 米没

能顶住对手的冲击。 郑鹏飞在赛后坦

言， 最终阶段被对手超越存在客观因

素， “虽然说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但还是想拿这枚金牌。 今天前面我们

表现得不错， 到了 750 米之后在风向

方面有些不利影响， 有点不太顺桨，

后面打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总体来

说， 这场比赛发挥出了我们赛前安排

的技战术， 也打出我们的风格。 银牌

的结果能够接受。”

刘浩则表示， 比赛过程中两人并

没有太过关注成绩， “我们更想把制

定好的技战术表现出来， 这场比赛我

们就是采取猛打猛冲的领先战术， 但

是可能在奥运会这种比较紧张的氛围

里面， 我们还是稍微有一些欠缺。”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 ， 孟关良

和杨文军组合在男子 500 米双人划艇

项目中实现了中国皮划艇奥运金牌零

的突破， 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该项目长

达数十年的 “垄断”。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 两人完成卫冕。 而自那之后，

中国皮划艇队已经在奥运会上沉寂了

13 年 ， 刘浩和郑鹏飞的这枚银牌 ，

对于中国皮划艇项目而言已属不易。

田径女将超越自我
王峥链球摘银，王春雨800米第五

本报讯 （记者谷苗） 继苏炳添

闪耀男子百米大战之后， 中国田径女

将昨天又有超越自我的出色发挥。 老

将王峥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以 77 米 03

的个人最佳成绩摘银， 小将王春雨也

在女子 800 米决赛中跑出 1 分 57 秒

00 的个人最佳成绩 ， 排名第五 ， 创

造历史。

面对两位波兰名将的夹击 ， 33

岁的王峥在女子链球决赛中表现亮

眼， 第二投就投出 75 米 30 的佳绩。

世界纪录保持者、 波兰人沃达尔奇克

第四投投出 78 米 48， 稳稳占据头名

位置。 其同胞克普朗则在第五投投出

75 米 49， 一度超越王峥升至次席 。

最后一投， 中国姑娘顶住压力， 一举

投出 77 米 03 的个人最好成绩， 成功

反超对手， 锁定一枚宝贵的银牌。

“最后一投心态平静下来， 把注

意力和力量都集中到位， 投出了理想

的成绩。 投完那个球， 可能今后我与

链球再在一起 ， 就是另外一种身份

了 ， 我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

王峥说， 这是她最后一届奥运会， 能

带回一枚银牌已经无悔， “人生的路

很长， 与链球一起， 不悔走一场， 人

生也还要做其他事情， 希望以后的路

还有链球陪伴。”

同一片场地里， 完成自我超越的

还有 “95 后 ” 姑娘王春雨 。 作为中

国首位站上奥运会女子 800 米决赛跑

道的选手， 她继半决赛后再度刷新个

人最好成绩， 最终以 1 分 57 秒 00 的

成绩名列第五。

“虽然创造了历史，拼到奥运会第

五，证明了自己是可以的，但还是遗憾

没能站上领奖台。 ”赛后，王春雨含泪

透露， 她其实已经悄悄准备好了领奖

服， 希望可以实现更大的突破，“也许

是自己水平不够，跟她们还有差距，但

这个差距是可以通过训练弥补的，我

觉得自己有一天会战胜她们。”短短几

天就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 2 秒 14，

初登奥运舞台的王春雨未来可期。

中国体育“多轮驱动”发展有了模范样本
虽未跻身帆船诺卡拉17级奖牌轮，但胡笑笑和杨学哲已创造了历史

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

单中， 胡笑笑和杨学哲是两个不起眼的

名字。

帆船诺卡拉 17 级比赛于昨天结束，

胡笑笑和杨学哲拼尽全力 ， 排名第 16

位， 没能闯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举行的奖

牌轮。 虽然成绩不起眼， 但自打夺得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起， 胡笑笑和杨学哲

就已经创造了历史———作为中国第一支

完全由社会力量培养起来的奥运参赛队

伍， 他俩登上东京舞台的意义， 早已超

越了竞技成绩。

说起胡笑笑和杨学哲， 就不得不提

到上海美帆俱乐部 。 这家成立于 2007

年的俱乐部致力于推广、 普及帆船运动

在中国的发展 ， 随着培训规模不断增

长， 俱乐部董事长时立宪在 2014 年开

始动起新脑筋， 那就是培养高水平帆船

队伍。

“俱乐部的会员越来越多， 参加培

训的孩子越来越多， 希望走向更专业的

培训对象越来越多， 举办的赛事也越来

越多， 让我们产生了培养高水平队伍、

参加高水平比赛的念头。” 时立宪表示，

在确定了这一新的发展方向之后， 接下

来最重要的事， 就是在众多帆船项目中

挑选一个适合自身的级别。

最初， 美帆俱乐部选择了 29 人级

（奥运会项目 49 人级的青少年版本 ），

但在尝试了数月之后， 俱乐部发现方向

错误———一是因为 49 人级这一项目 ，

国外同行领先太多， 另一方面， 上海也

没有适合训练该项目的足够水域。 于是

美帆俱乐部开始寻找新方向， 时立宪发

现了诺卡拉级 ， “首先 ， 这个项目

2014 年才诞生 ， 我们现在开展的话不

会落后太多 ； 其次 ， 诺卡拉级只需要

60 厘米深的水域， 而且可以近岸比赛，

这个特性非常适合上海。” 美帆的运气

非常不错 ， 决定上这个船型后不到一

年， 世界帆联于 2015 年宣布， 选择诺

卡拉 17 级作为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男女

混合双体船项目的器材。

美帆俱乐部能在东京奥运会上填补

中国代表团的空白， 得以组队参加诺卡

拉 17 级比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2014 年那次迅速转向， “船小好调头”

正是市场化运作俱乐部的一大优势。

“要搞高水平队伍， 就一定要有好

的人才。” 时立宪表示， 在得知了自己

的想法之后 ， 上海市体育局非常支

持， 同意让他去水上中心三线队挑选

队员 ， “最后我一共挑了 20 多人 ，

其中就包括杨学哲和胡笑笑。” 时立

宪还表示， 除了人才支持， 上海市体

育局和青浦区政府还给了俱乐部很多

政策支持， “不是政府部门给我这么

大的支持， 让我们有了容错空间， 可

以不断试错， 我们走不到今天。”

队伍成型后，时立宪有了“花钱如流

水”的感觉。“去国外定制船体，聘请高水

平教练团队， 送队伍出国参加高水平比

赛，这几年在诺卡拉这支队伍上，俱乐部

的投入高达数千万元。 ”时立宪说，美帆

俱乐部通过社会培训能够实现收支平

衡， 但高水平队伍出现之后很快入不敷

出，于是每到俱乐部没钱了，他先后将名

下两套房产抵押给银行， 以至于被老婆

称为“把钱往水里扔”。

“这其中或许就是一种使命感 。”

时立宪和美帆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2015

年世界杯帆船赛青岛站， 美帆组建的队

伍夺得亚军； 2016 年世青赛新西兰站，

排名亚洲第一 ； 同年的亚帆联杯上海

站 ， 名列第三 。 随着队伍成绩越来越

好，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2018 年与

美帆签订协议， 通过 “以奖代补” 的方

式合作组建国家队， 俱乐部也为队伍招

募到多家赞助商。 时立宪说， 他将把这

些资金继续投入队伍， “我们还想再拼

一下巴黎奥运会。”

如美帆俱乐部这样的社会力量介入

奥运参赛队组建， 对中国体育而言， 是

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摸索。 中国体育未来

的发展需要 “多轮驱动”， 社会力量正

是其中的重要 “一轮”。

赛场外的平凡人生，是逐梦奥运的铺垫
熊熊燃起的奥林匹克圣火， 照耀的

不只是竞技舞台与夺冠之路， 更是每个

人的平凡生活。 赛场之外， 许多奥运会

选手从事着另一份与运动毫无关系的普

通工作 ， 有人兴趣使然 ， 有人艰难谋

生。 在追逐奥林匹克梦想的路上， 有着

不一样的剧本与人生。

西班牙最出色的水球选
手是美容院老板

在昨天举行的女子水球四分之一决

赛中，加西亚·戈多伊带领西班牙女队以

11 比 7 战胜中国队，闯入半决赛。 泳池

内，她为西班牙水球队倾尽所有，第三次

征战奥运会的她已成为西班牙历史上最

优秀的水球运动员之一；泳池外，她是巴

塞罗那郊外一家美容院的店主。

里约奥运会后， 戈多伊与哥哥开办

了一家美容院， 是为了赚钱， 也是因为

兴趣。 没有训练与比赛的日子里， 戈多

伊在美容院亲力亲为， 接预约电话、 招

呼顾客、 帮助结账， 甚至亲自为顾客染

发……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西班牙

时， 戈多伊的美容院一度关闭数月。 与

所有店主一样， 戈多伊曾担心美容院是

否因此而倒闭， 重新营业时生意火爆，

令她喜出望外， “因为疫情期间许多人

自己动手剪头发、 修眉毛， 结果可都不

怎么样。”

从里约到东京， 五年管理美容院的

经历让戈多伊更加注意自己的个人形

象。“最开始打球时我一点都不注意自己

的形象， 但这几年我开始注意打理自己

的头发。”西班牙水球队的队友们也在耳

濡目染下受到影响。 “我的队友们，甚至

男队友， 现在也会使用头发护理产品和

护肤品。 这门生意永远不会过时。 ”

在长达 20 年的水球生涯中， 戈多

伊已经获得了一切俱乐部层面的荣

誉———五次捧回欧洲俱乐部杯 、 11 座

国家联赛冠军……而在国家队， 也已收

获了欧洲冠军和世锦赛冠军， 只有奥运

会金牌依然是戈多伊心中的遗憾， “我

每晚都梦想着拿到奥运金牌”。 2012 年

伦敦奥运会亚军 、 2016 年里约奥运会

八强， 东京奥运会成为西班牙水球队实

现突破的最佳机会， 而戈多伊距离冠军

还差最后两场比赛。

押送嫌犯才是英国铅
球名将的日常

2019 年田径世锦赛， 索菲·麦金

娜创造了英国田径的历史———成为首

位闯入世锦赛铅球决赛的英国女子运

动员 。 她在资格赛中投出 18.61 米 ，

不仅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 也因此获

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获得奥运参赛资格， 意味着麦金

娜必须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 甚至日

常开支都需围绕着奥运作出调整 ，

“既然我拿到奥运资格了， 我要更加

节约， 因为奥运会最为重要。” 此时

英国田径队为她提供一份 15000 英镑

的补贴， 前提是成为全职运动员， 但

她考虑再三， 拒绝了这一提议。

赛场外的麦金娜有一份全职工

作 。 她为诺福克郡警局调查中心工

作 ， 是一位为看守所押送嫌犯的警

官。 在她看来， 这份工作令自己血脉

贲张， “我们就像是保镖， 如果有人

闹事， 我们就要处理， 这份工作很有

意思。”

即使看守所的工作繁忙， 麦金娜依

然保证每周六天、 每天两次的训练， 包

括投掷、 举重、 自行车、 短跑等。 工作

与训练之余， 麦金娜每周还为年轻运动

员上两节培训课， “每周一开始投掷训

练前， 我都会给运动员上指导课。 结束

后他们中有些人会留下来观摩练习。 我

很享受这个过程。”

麦金娜原计划在东京奥运会前一直

在警局工作，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其不

得不摁下暂停键， 她担心在人员复杂的

看守所感染新冠 ， 影响自己的奥运前

景， “不值得冒这个险， 所以我必须暂

停工作。 运动生涯和奥运会应该放在首

位。” 去年 3 月起， 麦金娜暂停警局工

作， 重新接受了英国田径队的资助， 全

力追逐奥运梦想。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资格赛中，

麦金娜最终只投出 17 米 81， 未能晋级

决赛。 匆匆结束了第一次奥运会之旅，

这位女警官并不气馁， 她已经在准备下

一次奥运会， “那些杀不死你的， 终将

使你变得更强大。 我会回来的。”

委内瑞拉前奥运击剑冠
军在华沙送外卖

2012 年 8 月 1 日那一天 ， 注定将

载入委内瑞拉体育史。 继 1968 年墨西

哥城奥运会拳击选手弗朗西斯科·罗德

里格斯夺冠后， 男子重剑选手鲁本·里

马尔多时隔 44 年为该国再夺奥运金牌。

然而作为委内瑞拉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奥

运冠军之一， 里马尔多依然要为训练费

与生活费而头痛不已。

过去 19 年， 里马尔多一直在波兰

首都华沙生活并训练， “因为波兰是击

剑强国， 物价也相对便宜”。 由于席卷

全球的新冠疫情， 里马尔多去年将妻子

与孩子接到欧洲团聚， 也由此面临更大

的经济压力， “除了不能浪费钱， 我还

需要赚钱。” 训练之余， 里马尔多需要

与生计斗争， 外卖配送员成为摆在他面

前最合适的选择， “这样我可以自主决

定工作时间 。 当一天训练量很大的时

候， 我就会减少送外卖的次数。”

去年 10 月起， 里马尔多背着绿色

的外卖送餐盒， 脚蹬自行车穿梭于华沙

的大街小巷……乐观的里马尔多从这份

工作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 “送外卖需

要骑自行车， 这样我就能够继续保持运

动的状态。 我的腿部力量因此变强， 这

对运动员受益颇大。”

为了能够再次闪耀奥运赛场， 里马

尔多全力以赴， “这份工作激励着我，

因为它教我如何继续拼搏， 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 每次骑上车， 我就距离东京

奥运会奖牌更近一步。” 在东京奥运会

男子重剑比赛中， 即将年满 36 岁的里

马尔多不敌最终夺冠的 24 岁法国新秀

坎农， 遗憾止步首轮， 但这位老将依然

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正如坎农所说：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剑客， 只要你稍许

犯错， 就可能被他翻盘。 他与这里几乎

所有人都交过手， 只有我是个例外， 而

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优势。”

里马尔多仍在梦想自己的第五次奥

运会之行， “我将为 2024 年的巴黎而

努力。 这就是击剑———今天糟糕， 但明

天也许会更好。” 或许这也是生活告诉

里马尔多的哲理。

参加诺卡拉 17 级帆船比赛的中国运动员胡笑笑（右）、杨学哲，他们能够亮相东京奥运会赛场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新华社发

加西亚·戈多伊（右一）在与中国队的比赛中。 第三次征战奥运会的她是巴塞罗那郊外一家美容院的店主。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