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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的铿锵玫瑰

张欧影 1975 年出生，河北张家口
人。13岁进入张家口体校正式开始足球
专业训练，16 岁入选河北省队，凭借

“海鸥飞翔般的速度”崭露头角。1993
年，国家队向张欧影敞开了大门，18岁
的她由此开启国脚生涯。

1998 年的曼谷亚运会，张欧影成为
中国女足的常规成员，并帮助队伍斩获
冠军。

1999 年美国女足世界杯，张欧影
以替补身份出现在国家队大名单中。
面对赛场内外各种各样的困难，女足
教练和队员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奉献
出无懈可击的表现。三场小组赛分别
以 2 比 1 击败瑞典、7 比 0 狂虐加纳、3
比 1 斩落澳大利亚，决赛中面对近 10
万美国观众的声浪，硬是把比赛拖入
点球大战，最终憾负。虽是世界杯亚
军，却也是中国足球史上破天荒的成
就，包括张欧影在内的所有人名字都
刻在了历史的荣誉墙上。

在对加纳的比赛中，张欧影替补登
场，5 分钟之内连入两球，不仅成为其

个人生涯的永恒经典，也是中国女足冲
冠征途中值得铭记的高光瞬间。

足球的交流使者

1999 年世界杯后，中国女足迎来留
洋高潮。2003年，张欧影登陆美国大联
盟，加盟圣地亚哥幽灵队，她时常奉献
上佳表现，一度跻身联盟顶尖前锋行列。

效力美国大联盟期间，张欧影还遇
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白马王子”——美
国人艾迪。艾迪是当时张欧影房东的同
事。他是圣地亚哥幽灵队的球迷，更是
张欧影的“人迷”。通过房东的牵线搭
桥，2006 年 6 月，两人正式在美国注册
结婚。2007年10月回到国内补办了中式
婚宴。

2005 年，步入职业生涯尾声的张欧
影曾一度选择退役。但为了追寻冠军
梦，2007 年女足世界杯前她毅然复出，
以老将身份坐镇队中。虽然在中国女足
整体低潮的情况下，张欧影发挥的作
用有限，可她从不后悔。

正式退役后，张欧影选择定居美
国，逐渐淡出球迷视野。不过，正如她
曾说过的，“自己的一生都注定无法离开

足球了。”脱下战袍的张欧影并没有远离
球场，她长期担任圣地亚哥足球俱乐部
女足教练一职，曾带领圣地亚哥青少年
足球团来到中国进行交流比赛。

永远的中国情怀

2018 年 3 月，张欧影带着一双儿女
暂居国内，却被查出患有肺癌，病情罕
见严重超乎所有人想象。

在最苦最难的时候，深爱足球的张
欧影得到了来自足球界爱的反馈。包
括孙雯在内的昔日老队友和国内球迷
纷纷组织捐款，美国圣地亚哥足球俱
乐部也立马着手为她筹办捐款事宜，
当地华人社团积极响应，美国老女足
米娅哈姆等球员也在社交网站上转发
了募捐信息。

疾病面前众生平等。经过了大半年
与病魔的抗争，玫瑰凋零，痛苦也随之
终结。在张欧影离世之前，她特地穿上
了自己中国国家队的战袍和足球鞋，按
她的话说，这是她这一辈子最难以忘怀
的记忆。与她的生命一同定格的，还有
峥嵘岁月里，她飞速奔跑的英姿。愿天
堂仍有足球，愿天堂没有病痛。

新球队有新气象

今年 9 月，中国男篮结束了持续近两年
的红蓝两队模式。两队正式合并，并由此前
的红队主教练李楠担任主帅，率队出征世预
赛及男篮世界杯。此次世预赛，也是“完
整”的中国男篮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中国队
先是在上海轻松战胜叙利亚队，随后又在世
界杯举办地之一的广东佛山大胜黎巴嫩队，
报了上个窗口期客场负于对手的一箭之仇。

虽然两个对手实力不强，比赛含金量有
限，但中国男篮的胜利其实来之不易。本届
国家队是在CBA联赛的窗口期打比赛，集结
和训练的时间本来就比较紧张，再加上集训
球员来自此前的红蓝两队，球员之间的默契
程度和融合速度也是一大考验。

做了一年多的“对手”，互相的默契还得
慢慢寻找。当然，红蓝国家队的经历，还是

给以年轻球员为主的球队带来了冲击力。
两场比赛，中国男篮都是早早便确立领先
优势，场均净胜对手 34.5 分，这在以往的
比赛中不太常见。中国男篮的表现超出了
外界预期。

对于爱徒们的表现，李楠也表示，两场
比赛球队打出了精彩的攻防。“与黎巴嫩队
的比赛，进攻端虽然有些失误，但是也有 15
次助攻。”李楠说，希望新球队有新气象，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更多人快攻和分享
球。希望这段时间能积累互相之间的信任，
准备下面的比赛。

新老搭配产生“化学反应”

此次国家队集训共有16名球员，除了在
美国打球的周琦和丁彦雨航以及在联赛中受
伤的赵继伟等球员，集结了男篮的“最强阵
容”。经历了“红蓝大战”后，中国男篮的实

力到底如何？球迷拭目以待。
在这支球队中，老将易建联依然是表现

最稳定和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阵叙利亚
队，易建联登场时间不长，砍下了 15 分、7
个篮板；与黎巴嫩队一战，易建联又贡献了
15 分、8 个篮板。联赛中，他率领广东队取
得15连胜；来到国家队，易建联继续靠能力
与态度为年轻球员作出了榜样。

“技战术层面要在两三天内磨合好是一件
很难的事情。”对于国家队的表现，易建联
说，希望通过比赛让球队的进攻变得更加流
畅，让球队的“化学反应”变得更好。

除了易建联，还有不少球员的表现让人
眼前一亮。这支国家队的平均年龄仅有 24
岁，招入了阿不都沙拉木、胡金秋、孙铭
徽、赵岩昊、胡明轩、沈梓捷等 6名 22岁以
下球员。在明年的世界杯以至更远的世界大
赛上，这些球员将肩负更多使命。

在红蓝两队并行期间，一大批年轻球员

得到了入选国家队、登上大赛赛场的机会。
蓝队的胡金秋和吴前成长为球队内外线双
核，阿不都沙拉木和孙铭徽则在红队崭露峥
嵘。郭艾伦和王哲林等中生代球员，很好地
承担起了球队攻防转换的重任。

郭艾伦说：“虽然集训时间非常短，但我
们的团队很有朝气。每个人都非常努力、毫
不松懈。”

快字当头防守硬度强

从两场比赛来看，李楠率领的中国男篮
在战术上快字当头，对攻防两端的速度提出
了很高要求。与叙利亚队的比赛，中国队在
首节比赛就凭借快速的防守反击击溃对手。

“后卫快上球、前锋快下顺，中锋快跟进”成
为李楠战术的重点。

快，既是球队在短时间内磨合的现实选
择，也是追求国际篮球发展趋势的必由之

路。李楠说：“打快首先要靠队员的意识，因
为速度上大家都没问题。首先要快，快比慢
更难处理，所以过程中有失误也是正常的。”

战术磨合的过程中，失误成为不可避免
的问题。比赛中，中国男篮暴露出后卫传球
能力欠佳、锋线球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提
升等问题。好在对手实力不强，给了中国队
调整和适应的机会。

除了快，防守上的硬度提升也是这支国
家队的战术追求。“李指导要求大家全力以
赴去防守，积极性必须要足。大家没有一点
松懈，两场胜利和我们的专注程度有关。”
郭艾伦说。

结束本次窗口期的比赛后，中国男篮队
员将回到各自俱乐部，继续征战 CBA 联赛。
下个窗口期将在明年 2 月 18 日—26 日到来，
届时中国男篮将作客西亚，对阵约旦队与叙
利亚队。随着男篮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
球队的12人大名单也将逐渐清晰。

新一届国家队首次亮相两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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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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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晚，中国男篮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

以 72︰52击败黎巴嫩队，以一场胜利为世预赛窗口期作

结。红蓝两队合并后，中国男篮首度亮相，便为球迷带来

了惊喜。

经过一年多的磨砺，双国家队的体制正在开花结果。

脱颖而出的主教练李楠以及从中涌现的优秀球员，将为来

年的男篮世界杯做足准备。

张欧影：
愿天堂仍有足球

汪灵犀

在被确诊为肺癌后仅仅 8 个月，中国女足前国

脚张欧影就在12月2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离世之前，她特地叫家人帮她穿上当年中国女足

比赛的球衣和球鞋。“我的愿望是可以回国执教，像

郎平带领女排拿世界冠军一样，帮助中国女足拿一个

世界冠军。”这句话，感动了无数球迷和网友。

在此之前的11月28日，中国球员王霜当选亚洲

足球小姐，铿锵玫瑰后继有人。不知这对天堂的张欧

影来说，是否会带来一丝安慰。

莫德里奇首获“金球”

12月3日，在《法国足球》杂志举办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效力于西甲皇家马德里队
的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获得2018年“金球奖”。

在今夏的俄罗斯，33岁的莫德里奇带领克罗地亚队历史性闯入世界杯决赛，获得亚军，他
本人荣获世界杯“金球奖”。俱乐部层面，莫德里奇在2017-2018赛季帮助皇马夺得五年来第四
座欧冠冠军奖杯，实现欧冠三连冠。此番斩获“金球奖”前，这位中场大师已将上赛季欧足联
最佳球员以及2018年度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收入囊中。

图为莫德里奇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杭州短池世锦赛开幕式新意多

据新华社电 （记者夏亮） 汇集了世界最
顶尖游泳选手的 2018 年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
标赛 （25 米） 即将开赛。开幕式主创团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做了多项创新的开幕
式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水上尝试”。

据了解，以“泳动杭州，通连世界”为主题的
开幕式总时长为40分钟，前8分钟为文艺表演，

后32分钟为仪式。比赛场馆“小莲花”原本是网
球馆，内部按照国际泳联的标准进行了改造，完
成了旋转开闭屋盖的调试，顶端的8片“花瓣”可
以根据天气情况开合。为了解决场地和排练问
题，主创团队决定借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

“杭州八分钟”，打出“科技杭州”牌，利用灯光、影
像、激光等手段，呈现一场裸眼3D秀。

中俄友谊赛中国女子冰球队获胜

据新华社电 “2022 中国冰球行动计
划”昆仑鸿星中俄冰球友谊赛 12 月 3 日在深
圳龙岗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较量。由华裔球员
和中国本土球员组成的中国女子冰球国家俱
乐部队最终以 2︰1击败由年轻球员组成的俄
罗斯国家队。

在 12 月 2 日进行的首场比赛中，昆仑鸿
星万科阳光女子冰球队以2︰1战胜俄罗斯队。

第8分钟，瞿骊萤送出妙传，王玉婷左路盘
带中突然一杆打门，对方门将来不及反应，球
已进入网袋，1︰0打破僵局。随后，俄罗斯队将
比分追平。经过5分钟的加时赛，双方仍然未能
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决战中，
中国国家俱乐部队的王玉婷破门，此后门将周
嘉鹰又成功扑出俄罗斯队的射门，国家俱乐部
队以2︰1笑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