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有时在不经
意间创造。当地时间
8 月 17 日，就在人们
为吴静钰卫冕跆拳道
冠军失利遗憾时，21
岁的赵帅战胜来自泰

国的对手，摘得中国男子跆
拳道奥运史上的首金。

在 58 公斤级决赛中，身
高 1 米 88 的赵帅戴上蓝色护具头盔，俨
然一个“巨人”。开局 30 秒，他就率先
踢中对手得分，随后取得3比0的领先优
势。第二局，他与对手战平。决胜局，
双方互有攻防，赵帅以2分优势夺金。

作为中国男子跆拳道奥运首金选
手，赵帅实现了几代跆拳道人的梦想。

面对这份荣耀，赵帅
兴奋激动之余，更多
的是感激。他说：“感

谢我的团队，感谢教练和领导，感谢每
个支持和关注我的人。”赵帅还特别感谢
了陪练。作为一名曾经的陪练，他特别
理解其中的辛苦。谈到自己夺冠的原因
时，他将其归于自己的陪练经历。由于
长期从事陪练工作，他渐渐形成了以

“迎击”为主的打法。这种打法的特点
是，不再是一味仗着身体优势等着对手
攻击，而是主动出击，不停骚扰对手，
等对手陷入被动想还击时，抓住破绽迎
击，成功率因此大大提高。

在今天的比赛中，赵帅正是较好地
贯彻了这种打法，抓住对手失误，将领
先对手优势进一步扩大，锁定胜局。他
表示，自己接下来会全力当好队友的陪
练，帮助他们取得佳绩。

夺冠后，赵帅在谈到自己的启蒙教
练、已经过世的张彦峰时，语调中透着
感伤。2005年，11岁的赵帅跟随张彦峰

教练开始了自己的跆拳道生涯，4 年
后，张彦峰带着他来到了江苏省跆拳道
队，并一度担任女队队员张华的陪练。
对于年轻的赵帅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
中的重要一次转折。在2013年全运会半
决赛中，赵帅就曾凭借身高腿长的优
势，4记出击打垮对手，以14比2的悬殊
比分获得全运会冠军。2015年，他获得
跆拳道世锦赛男子58公斤级季军。今年
4 月，他在里约奥运会跆拳道亚洲资格
赛中，勇夺男子58公斤级冠军，如愿获
得奥运会入场券。

在里约赛场上，赵帅的表现一直相
当强势。16强赛中，他以7比3击败西班
牙的卡布雷拉，1/4决赛 8比 1击败摩洛
哥的哈加米，接下来又以9比4淘汰墨西
哥选手瓦尔德兹晋级决赛，在决赛中击
败对手，最终夺得金牌。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17日电）

当地时间 8
月 16 日 ， 2016
年里约奥运会花
样游泳项目双人
自 由 自 选 决 赛
中，中国选手黄
雪辰/孙文雁获
得银牌。

图 为 黄 雪
辰/孙文雁（前）
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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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赛程已过大半，大家
都感觉中国军团收获的金牌少了许
多。虽然在逐渐抛弃“唯金牌论”的
今天，竞技成绩已不是国人评价中国
队表现的唯一标准，但是这也绝对不
是说奥运金牌就不重要了、“反金牌
论”就合理了。

有人认为，是一些优势项目拖了
后腿。客观来看，本届奥运会上，在
已进行的一些项目、特别是传统优势
项目中，中国队的整体表现低迷，的
确让很多国人有些失望。其中，射
击、体操项目，名将失手、应对失
误、冲高失败等场景仍历历在目，举
重、跳水、羽毛球的一些项目也发挥
欠佳，只有乒乓球项目依然独领风骚。

虽然本届奥运会开幕前，体育界
有关人士就打过“预防针”：中国竞技
体育的一些传统优势项目，可能在里
约会遭受冲击。原因是中国队正在经
历新一轮的新老交替，而对手实力在
增强，此消彼长，必定会有一段时间
的阵痛期。只是，当失利真的到来、
问题彻底暴露时，还是让人有些猝不
及防。大家会问，为何新老交替会和
奥运“撞车”？

例如射击项目，在新规则冲击
下，中国队很多时候虽然“双保险”出战，但依然铩羽
而归，反倒是张梦雪等小将在比赛中表现出的冲劲和拼
劲，让人眼前一亮。其他像体操项目，是林超攀、邓书
弟、尤浩、王妍等“小鬼当家”， 羽毛球项目则仍是林
丹、赵芸蕾、徐晨等老将包打天下。

老将已经迟暮，新人如何尽快接班，是这些优势项
目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方面，乒乓球项目显然是一个好
榜样。本届里约奥运会，李晓霞、张继科等选手虽然饱
受伤病困扰，状态不佳，但是依然依靠强大实力和顽强
拼搏冲出重围，丁宁、马龙也实现顺利接班，靠的正是
多年来人才梯队的培养和建设。

此外，中国选手在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上也出现了很
多致命失误。现在看来，有些失误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
的。例如，因为工作人员失误，加上教练组工作不细
致，导致举重选手黎雅君竟然没成绩，憾失金牌；而射
击、体操的惨淡局面，除裁判因素外，更重要的问题在
于，这个奥运周期内，我们的技术保障部门、教练组等
对新规则并没有吃透，在技术、编排上没有做到与时俱
进。而个别选手在一些项目里频繁出现低级失误，也说
明选手的心理素质、专业素养亟待提高。

有人说，在和平年代，竞技体育就是战争。这种说
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作为竞技体
育，最终肯定是要分出胜负的。要获得最终胜利，还是
要靠实力说话。

优势项目只有保持住优势，练就属于自己的“金刚
钻”，才能叫优势项目。这些项目都有辉煌的基因与深厚
的底蕴可供传承，但这需要从事这些项目的人真正放低姿
态、从善如流、从头改起。大家一起查找病因，对症下药，
通过痛定思痛的改革和调
整，假以时日，一定能让优
势项目恢复元气，为中国
竞技体育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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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比赛无疑是里约奥运上
座率最高的比赛之一，甚至连预赛
都一票难求，更别说当地时间8月17
日的中日男团决战了。当晚，在里
约会展中心，我们见证了国手马
龙、许昕、张继科组成的中国队以3
比 1击败日本队，成就男团奥运 3连

冠。比赛后，主教练刘国梁
率领3名弟子展开五星红旗向
全场致意，画面十分温馨。

对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来
说，国乒的辉煌战绩意味着
高枕无忧的金牌；对各国观
众而言，国乒意味着一场场
赏心悦目的奥运经典之战；
对世界乒乓球运动而言，国

乒则意味着不断变革的动力与活
力。这就是国乒无与伦比的价值。

独步天下
乒乓球运动因为中国运动员的

参与而更精彩。乒乓国手们炉火纯
青的技术、稳定的发挥，把这项运
动的速度、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征服了观众，甚至也征服了挑

剔的媒体。在当晚比
赛现场，记者发现看

台上不仅有大批专门赶来的中国球
迷，而且还有一批巴西本地民众。
有些巴西观众脸上画着五星红旗，
用带着浓重葡语味的中文喊着中国
运动员的名字。据本报驻巴西分社
的一位同事介绍，国手马龙当晚精
彩的表现和球风尤其让巴西当地一
家电视台的直播解说员非常着迷：

“马龙发球时，直播画面切到一个特
写镜头，解说员立刻说道，‘快看，
多美的画面’”。

国手们的精湛球技为中国代表
团收获了一个又一个荣誉。里约奥
运会开赛以来，国手们不出所料地
呈现席卷金牌之势：今晚的男团金
牌是继女单、男单、女团之后的第
四枚。回顾历史，乒乓球项目自
1988 年进入奥运会以来，共产生 32
枚金牌，中国队竟然豪取其中的 28
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与世界
各国强手的奥运对决中，中国乒乓
健儿可谓势如破竹，独步天下。

惠及友邦
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乒乓健儿

并没有孤芳自赏，而是心怀天下，
主动担负起推广国际乒乓球运动的
责任，采取多种手段推动该项运动
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开展。

向各国输出优秀的教练员是国
乒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方式。国乒
人才济济，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国手
陆续走出国门。他们有的成为一些
国家的乒乓运动教练员，为其培养
优秀选手，甚至执掌该国国家队帅
印，带领该国运动员征战国际赛
场。有的则加入一些国家的乒乓球

俱乐部，参与其重要赛事甚至加入
该国国家队，成为该国征战国际赛
场的主力。参加本届奥运会的新加
坡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陈志斌，就
是一位前国乒主力。他退役后开始
教练生涯，先是远赴欧洲，任荷兰
女队主教练，现在执教新加坡女
队。四川女乒乓球运动员王晓明在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移居法国，曾任
法国国家队教练，使法国乒乓球运
动水平有长足进步，并带领法国国
家队横扫欧洲。

优秀运动员走出国门，进入一
些国家的乒乓球俱乐部，甚至代表
该国国家队征战国际赛场，既为这
些国家带来荣誉，又带动了乒乓球
运动的发展普及。据统计，在本届
奥运会上，有近 40 个中国面孔分布
在不同国家的代表队中，其中包括
德国女队一号单打韩莹，作为原中
国乒乓球运动员，她曾在奥地利乒
乓公开赛女单八强战中，一路淘汰
帖雅娜、索尔佳、冯天薇、福原
爱、郑怡静等名将，夺得女单冠
军。在里约，她携手索尔佳等队
友，夺得女团银牌。

当然，还有一些前国手进入海
外，致力于推进所在国家的乒乓球
教育。李佼在执教荷兰之余，还定
期去当地小学打表演赛，带动该国
乒乓球教育走在欧洲前列。

创新乒超联赛模式，为一些国
外乒乓球协会代训选手，提高他们
的水平也是方式之一。2015 年苏州
世乒赛上，中国作为主办方，推出
跨协会双打组合模式。共有4名中国
选手参与跨协会配对：马龙与德国

名将波尔配对男双，李晓丹与泰国选
手高王搭档女双，许昕与韩国选手杨
荷恩、陈梦与法国选手莱贝松组合参
赛，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些外国
选手在顶级大赛中的参与度，也提高
了乒乓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推动变革
国乒在世界大赛所向披靡的表

现，也推动国际乒联不断革新运动
规则。据统计，从 1998 年至今，国
际乒联先后推出有关使用器材、积
分制度、参与运动员身份名额限制
等9项改革措施。

这些变革措施迫使
国乒健儿进一步提升自
身素质，积极主动适应
新情况。从目前来看，
他们一次次经受住了考
验，并在新的环境下把国球技术发展
到新高度。当然，也必须承认，国乒
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男团晋
级决赛道路上，马龙、许昕都经历败
局，张继科在丢掉两局后才逆转获
胜。

今年3月，国际乒联又酝酿新的
变革，并通过了球网增高的决议，
还进行了有关测
试。我们相信，
在此过程中，国
乒将会继续经受
住考验，把技术
水平不断推向新
高度，向至善至美方向继续前
进。而里约奥运会将是他们新
的起点。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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