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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下午，中美女排碰撞于马拉
卡纳奇诺体育馆，尽管小组局势已定，但
这场比赛依然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在
体育馆高大的圆形穹顶下，包括中国观众
在内的数千球迷围坐四周，从第一排到最
后排都坐满了人。媒体席上更是云集了大
批中国记者，大家紧盯中国姑娘的临场表
现，期待着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上走得
更远。

两胜三负 小组艰难出线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在发球和拦网
环节发挥出色，失误较少，呈现多点进
攻态势，一度打出 5︰0的冲击波，取得
17︰11 领先优势。之后中国队一直掌控
局面，最终袁心玥一锤定音，首局告捷。
第二局开始，美国队状态提升，以10︰5
领先。郎平调兵遣将应对未能奏效，美国
队最终以 25︰17 扳回一局。从第三局
起，美国队掌控了场上局面，尽管中国队
一度将比分缩小至 9︰12，最终未能扭
转。第四局美国队更为主动，中国女排失
误较多，最终以1︰3告负。

美国女排是郎家军里约奥运的第五个
对手。此前，中国队迎战了同组的荷兰
队、意大利队、波多黎各队和塞尔维亚

队。惜败荷兰、战胜意大利和波多黎各、
完败塞尔维亚。最终，中国女排以 2 胜 3
负的成绩，位列小组第四，跌跌撞撞地闯
入8强淘汰赛。

不足明显 失误多成掣肘

勉强出线的成绩凸显出中国女排存在
的诸多问题。郎平坦承：“我们确实看到
了很多不足，尤其到了比赛最后阶段，中
国队完全跟不上美国队节奏，在最后一局
自己失误就送了对手9分。强手交锋，如
此多失误不可能赢球。”

实际上，失误多一直是这支年轻球队
存在的老问题，在对阵塞尔维亚队时，中
国队也是在最后一局发球失误连续送分，
痛失追上比分机会。而惜败荷兰队的比
赛，是关键的第四局，中国姑娘出现拦
网、一传失误，功亏一篑。郎平认为，失
误偏多是因为在奥运会赛场上，中国的年
轻选手比较紧张。

攻击力弱是中国女排的另一个问题。
从今天与美国队的比赛看，第二局美国队
在10︰5领先的情况下，中国队再次出现
进攻乏力的情况。主攻手朱婷屡攻不下，
其他人也未能发挥攻击效力。随后，郎平
用魏秋月和龚翔宇替下张常宁和丁霞，这

一调整也未能奏效。郎平接受采访时表
示，目前的女排除了主攻手朱婷能较好地
保持足够火力，其他队员状态都不稳定。
而一旦朱婷攻击不得手，就没有其他攻击
得分点。面对淘汰赛，中国女排必须有多
人一起承担攻击任务。

这一点，从中美大战的得分上就能体
现出来。根据数据统计，朱婷一人就得了
23 分，大大高于其他队友。反观对手，
得分较为均匀：4人得分上双，拉尔森拿
下 18分，阿金拉德沃贡献 15分，墨菲和
打了两局多的替补罗宾逊各得13分。

应该看到，经过奥运开赛以来几场大
战磨砺，中国姑娘们进步也很明显。中国前
女排队长冯坤点评说，就拿今天比赛来说，
中国女排在首局比赛的表现可圈可点，无
论是在进攻上，还是在防守上都很出色，失
误也很少，表现出了一个强队所具备的品
质。郎平对姑娘们开局时的表现也称赞有
加，认为确实做到了多点开花、攻守兼备。

放手一搏 打出最好水平

由于对阵美国队失利，中国队接下来
只能在 1/4 决赛迎战 A 组的第一名巴西
队。目前这支巴西队技术全面、经验丰
富，又有东道主之利，与其对阵，中国女

排取胜难度很大。
谈到对淘汰赛的展望，冯坤表示，对

中国女排充满信心。她认为，面对强敌巴
西队，中国女排拥有心理上的优势。近几
年的交手中，中国队对巴西女排都有所保
留，女排队员们需要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做
好调整，全力以赴去拼下一场。实际上，
女排姑娘也可以从最近一次与巴西队交手
中找到信心：在6月份举行的2016年世界
女排大奖赛澳门站的比赛中，中国队曾以
3∶0力克对手。

主教练郎平则强调，队员们要减轻压
力，放手一搏。实际上，为了给姑娘们减
轻压力，她之前就表示：“我们不能去想
成绩，要安心做好每一堂课。”她的态度
一如既往：“只要打出最好水平，至于最
后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

中国女排队员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
小组赛阴影中走出来，坚定信心，总结提
高，打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15日电）

中国女排中国女排
能否逆袭能否逆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保淑张保淑

奥运会第9天，女排成了中
国三大球继续征战里约的“独
苗”，承载着人们对三大球奥运
荣耀全部梦想。

原以为，本届奥运会是一场惊险刺激的“里约
大冒险”。没承想，奥运的魅力远非一句吐槽、一声
调侃所能概括。在奥运会的大荧幕上，各种类型、
不同题材的电影正在席卷今年夏天的全球票房。

照理说，奥运会与爱情片扯不上什么关系。可
女子3米板决赛后，秦凯就上演了一幕现场求婚的
感人戏码。当他单膝跪地、拿出钻戒，向何姿说出

“嫁给我吧！”这 4个字时，整个跳水赛场都弥漫着
爱的空气。先是收获了银牌，随后又收获了钻戒，
何姿无疑是赛场上最幸福的人。

透过电视镜头，这对跳水伉俪的爱情佳话也
感动了全球的观众。不少外国网友表示，自己被感
动得哭了出来。甚至有外媒评论说，这是里约奥运
会上最浪漫的一刻。

事实上，中国体育从来不缺少圆满的爱情故
事。本届奥运会的中国军团里，就有很多情侣档、
夫妻档。比如射击赛场的庞伟、杜丽，羽毛球混双
搭档张楠、赵芸蕾，心有灵犀、携手作战、默契配
合，不知要比电影精彩几百倍。

奥运赛场当然也少不了“阿甘”一样的励志故
事。本来，美国飞鱼菲尔普斯23金加身的传奇已经
够励志了，可是半路杀出了一个斯库林。这名21岁的
新加坡小将，在100米蝶泳决赛中战胜菲尔普斯夺
冠，为新加坡赢得了历史上第一块奥运会金牌。而在
8年前，当菲尔普斯随美国游泳队到新加坡访问时，

斯库林还只是一个羞涩地与偶像合影的“迷弟”。
如今，看到颁奖台上，菲尔普斯、洛克勒斯、切

赫这三大名将“矮自己一头”，不知斯库林是否会
如阿甘那样说一句：“没有事情随随便便发生，都
是计划的一部分。”

更多普普通通的励志故事，也在奥运会赛场
上感动着你我。在乒乓球赛场，澳大利亚选手塔波
尔，右臂因病肌肉萎缩，必须靠支架固定，才能正
常活动；波兰名将娜塔莉·帕蒂卡，由于没有右小
臂，发球时需要用残肢夹住球。同时参加奥运会和
残奥会，这两名美丽的“维纳斯”正是乒乓球运动
蓬勃生命力的象征。

今年2月，一场超强台风席卷了南太平洋岛国
斐济，造成44人丧生。一些橄榄球运动员也因此无
家可归。然而，就在6个月后，这支由军人、狱警、服
务员、农民等组成的“杂牌军”，竟然一路高歌猛
进，夺得里约奥运七人制橄榄球比赛的金牌。斐济
总理甚至不无幽默地说，希望奥运金牌能够让更
多的人在世界地图上找到斐济。

奥运电影的情节，时而温馨，时而曲折，时而
荒诞，时而有趣，纵是再大牌的编剧与导演，恐怕
也难以有如此的

“脑洞”。体育运动
魅力如斯，真叫人
难以割舍。

欢迎来到欢迎来到里约电影节里约电影节
刘刘 峣峣

8月14日，中国女排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88月月1414日日，，中国女排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中国女排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岳月伟摄摄

88 月月 1414 日日，，中国跳水队队员秦凯中国跳水队队员秦凯
（（左左）） 向队友何姿求婚并获成功向队友何姿求婚并获成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丁 旭旭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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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直击里约直击

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牌，她再一
次走到举重台前，双膝跪地，磕头致谢。
孟苏平此举着实出人意料。

对此，她一脸真诚地解释说，刚才就
要走下台了，突然想起，要在夺金之际，
向帮助自己的教练、老师、爸妈、朋友表
示感谢，也向为她欢呼助威的现场观众
表达感谢。

行磕头大礼，这是获得女子举重
75 公斤以上级冠军的孟苏平特有的致
谢方式。

孟苏平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最
初的举重队奥运正选名单里并没有她，
因为 48 公斤级的侯志慧受伤，再加上
实力更强的俄罗斯选手卡什丽娜被禁
赛，中国队才决定临阵换将。孟苏平8
月3日才从北京出发前往巴西，那时距
离中国举重队开赴巴西已经过去了 10
天。临阵替补，她在欣喜之余，也感到

沉重的压力。
比赛时，孟苏平的压力也显露了

出来，甚至在举起杠铃时，还不知道
双腿没有伸直。但这名实力强大的运
动员，仍然凭借稳定发挥，一举夺
冠。

孟苏平是安徽姑娘，她的举重生涯
开始于2003年。当时，中学毕业的她
被马鞍山市体育运动学校选中。第二
年，她就在安徽省锦标赛上获得第四
名，之后又以三破省运会的成绩调入安
徽省体工队进行更为专业的训练。

2008年，孟苏平在全国举重冠军
赛上取得的第一个全国冠军。之后，
她赢得了一系列荣誉，直至摘得奥运
桂冠。

“我现在想回去见爸妈，想带他
们出去转转。4 年后，运气好的话，我
希望还能再战东京奥运。”孟苏平说。

孟苏平：感恩于心大力士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孟苏平孟苏平：：感感恩于心大力士恩于心大力士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与实力强大的同门师姐何
姿同场，并成功斩获女子3米跳
板 金 牌 ， 这 就 是 施 廷 懋 的 实
力。而此前，她携手吴敏霞联
手斩获一枚女子双人 10 米跳台
金牌。首次参加奥运会就能斩
获双人、单人两个项目金牌，
施廷懋前途无量。

两金在手，施廷懋依然是
谦虚的，她说，这是她首届奥
运会，还需要向前辈学习很多
精神方面的东西。如果身体允
许 ， 她 肯 定 会 参 加 东 京 奥 运
会，甚至更远。

施廷懋1992年出生于重庆，
她的运动生涯并不是开始于跳
水。她最初学习的是体操，后来
才转到了重庆市跳水队训练。坚
强而有韧性，是她的启蒙老师、
现任重庆运动技术学院跳水系
主任的周玉生对她的评价。“在
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娇的
年纪，施廷懋已经开始学习跳水
动作了。”周玉生说。

凭着这股韧劲，她的跳水成
绩不断提高。2008 年，施廷懋获
得全国锦标赛 3 米板铜牌。2009
年10月，她摘得全国锦标赛女子
1米板铜牌。2010年11月，在广州
亚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的角逐中，
她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那一年她
18 岁，运动生涯有了良好开局。
2011年，上海跳水世锦赛，施廷懋夺得女子1米板金
牌。2012年10月，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中，施廷懋不仅夺
得女子1米板和女子全能项目的冠军，而且收获女子3
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两枚银牌，随后入选国家跳水
队。2013年7月，世界游泳锦标赛跳水比赛中，施廷懋
与吴敏霞搭档拿到了女子双人3米板金牌，随后又在8
月份的全运会上拿到了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对我来说，等这块金牌不仅是 4 年的时间，
从我练跳水到现在一共17年。”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如今施廷懋已经是集世界杯、世锦赛、亚运
会、奥运会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她脚下的
路才刚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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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
帆板女子 RS:X 级比赛中，中国选手
陈佩娜获得银牌。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女子帆板
陈佩娜摘银

88 月月 1414 日日，，施廷懋在颁施廷懋在颁
奖仪式上向观众挥手致意奖仪式上向观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丁 旭旭摄摄

8月14日，孟苏平在挺举比赛中试举。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88月月1414日日，，孟苏平在挺举比赛中试举孟苏平在挺举比赛中试举。。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王毓国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