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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别停”——4 月 4 日下
午，中国女篮在国家体育总局篮球馆
举行公开训练课，主教练许利民的声
音一直伴随着场上的队员。

与一年前相比，篮球馆里最大的
变化是：两张日本队庆祝胜利的大幅
照片被摘掉了。许利民曾与队员誓
言，只要战胜日本队一次就摘掉一
张。而在去年，中国女篮实现了这一
目标。如今，场馆里取而代之的是中
国队的两张集体照，照片中的女将们
笑得灿烂。

这场预计进行 30 分钟的公开训
练课，“拖堂”了 25 分钟后才结束。
用公开训练课的仪式感激励队员，时
刻牢记自己心中的使命，这是许利民
所希望的。“这支中国女篮有能力克
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对手，获得奥
运会资格。”许利民说。

调整队伍 培养新人

训练课后，许利民依次介绍了此次
参加国家队集训的队员。轮到新入选球
员时，许利民还特别向在场的媒体记者

讲解该球员的技术特点和优势。
此次集训，韩旭、孙梦然、杨力

维、李梦4名队员正在WNBA（美国
国家女子篮球联盟） 试训，因此许利
民临时从国奥“借调”了多名有能力
和潜力的年轻队员，作为补充国家队
的新力量。

“现在训练馆里挂的10张球员照
片，是正选队员。我们球队人才厚度
还很薄，板凳队员的深度不够。”许
利民坦言，“队伍要老中青搭配，以
老带新——邵婷、刘佳岑、孙梦然等
几名老队员为根基，带领年轻队员往
前走。年轻队员也要激励老队员，相
互促进、相互提高。”

对于主教练的良苦用心，老队员
也颇有感触。较早进入国家队的刘佳
岑表示：“我们的经验相对丰富，年
轻队员的加入对老队员也有所触动，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任务艰巨 积极备战

今年，中国女篮将面临3个窗口
期，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也将由此产生。
许利民介绍，第一个窗口期是 7

月进行的女篮亚洲杯，前八名可以
晋级第二个窗口期；第二个窗口期
在今年 11 月进行，8 支队伍决出前
四名；第三个窗口期在 2020 年 2 月
进行，来自各大洲的 16 支队伍进行
终极对决，16 支队伍争夺 12 个参赛
名额。今年女篮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参加奥运会资格赛，取得东京奥运
会的“入场券”。

2018 年，中国女篮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女篮
获得冠军，随后又在女篮世界杯上
斩获第 6 名。但在许利民眼里，这
些成绩的取得包含着一些运气的成
分。“日本队的主力中锋没有参赛，
澳大利亚队在领先 16 分的情况下轻
敌。去年我们是不具备绝对实力赢
得亚洲冠军和世界前六的。”许利民
直言。

更艰巨的挑战在于，中国女篮的
优异表现，引起了其他队伍的重视。
在今年，中国女篮的任务更加艰巨。
许利民说，面对强劲的对手，女篮要

打出速度的优势。
女篮队长邵婷也表示，“不管对

手怎样去研究我们，只有做好自身，
提升应有的基本功和实战技能，才能
去应对更强的对手。”

困难重重 逐个击破

目前，中国女篮面临着人员等多
方面难题。通过在国际大赛上崭露头
角，多名国家队队员赴WNBA参加试
训。虽然这对中国女篮的长远发展来
说是好事，但主力球员的缺战也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团队的磨合时间变少。

许利民并不担忧。“让更多的人
去 WNBA，虽然可能会影响国家队
的训练和比赛计划，但是对队员和这
支队伍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

时间紧、任务重也是中国女篮面
对的现实问题。今年，中国女篮要参
加亚洲杯、奥运会预选赛等重大赛
事，且对手都是世界上比较有实力的
队伍。面对如此密集的赛事安排和强
大的对手，如何合理安排训练和比
赛，显得尤为重要。

“模拟考试”效果佳

作 为 备 战 世 界 杯 的 “ 模 拟 考
试”，此次女足四国赛的最重要目
的，便是要“模拟”世界杯上的对
手。两个月后的法国世界杯，中国队
与德国队、西班牙队和南非队同在B
组。此次四国赛，中国队有针对性地
选择了来自欧洲的俄罗斯队和来自非
洲的喀麦隆队。

俄罗斯女足虽然世界排名不及中
国队，但球员的身体条件和对抗能力具
有鲜明的欧洲球队特征。四国赛首战，
俄罗斯队开场便先声夺人，打入一球。
不过稳住阵脚的中国女足依靠“小快
灵”技术在下半场完成了扳平和反超。

喀麦隆队同样闯入了今夏的世界
杯，4年前在加拿大，中国女足也击
败对手闯入世界杯 8 强。四国赛上，
面对喀麦隆队的冲击型打法，中国队
顶住了对手的如潮攻势，并依靠防守
反击小胜对手。世界杯上对阵技术特
点相似的南非队，中国女足也有了更
多的经验。

在评价中国女足的整体表现时，
主帅贾秀全表示，本次比赛达到了锻
炼目的，两场比赛需要总结的很多，
队员们很努力，值得表扬。

“王炸”组合默契

如今的中国女足中，王霜和王珊
珊这对“王炸”组合是最关键的进攻法
宝。两人的发挥和串联，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中国女足的“上限”。

四国赛期间，从法国火速驰援的
王霜状态爆棚。对阵俄罗斯，在对手
率先破门的情况下，王霜在下半时替
补登场，并助攻王珊珊打入反超进
球，由此掀起了反击浪潮。同喀麦隆
的比赛，首发出场的王霜和王珊珊依
旧给力——王珊珊打入全场唯一一粒
进球，王霜的组织和调度为球队反击
创造了诸多机会。

目前，王珊珊的身体对抗以及
抢点能力是中国女足得分的重要手
段 。 而 王 霜 经 历 了 法 甲 联 赛 的 锤
炼 ， 技 术 优 势 和 大 局 观 进 一 步 增
强，在球队中更多地承担起进攻指
挥官的角色。

更可喜的是，尽管“王炸”组
合磨合的时间变少了，但两人的默
契仍在。谈及此，王珊珊表示，两
人的默契并没有因为王霜远在巴黎
而生疏。“我俩平时就比较默契，
一直有很多沟通，毕竟在一起很长
时间了。”

主力阵容成型

除了王霜与王珊珊，中国女足的
主力阵容也逐渐成型。此次四国赛，
主帅贾秀全先后派出 16 名球员登
场，其中有 10 人入选过上届世界杯
参赛阵容。

在年初的阿尔加夫杯赛上，中国
女足不敌挪威、丹麦与荷兰3支欧洲
球队。经历阿尔加夫杯的“折戟”和
迫在眉睫的世界杯，贾秀全在四国赛
前将谭茹殷、薛娇、杨丽等老面孔召
入球队，以期为球队补充更多底蕴和
经验。此举也让中国女足稳定了“军
心”，增添了信心。

目前，在后防线上，刘珊珊、吴
海燕、李佳悦、娄佳慧的组合已经比较
固定。中前场方面，王霜、王珊珊、张
睿、古雅沙4人也基本锁定主力位置。
在后续的备战过程中，中国女足将在
个别位置上继续进行考察和调整。

面对世界杯的挑战，中国女足正
在“提速”，更加强调边路突击和攻防
转换。贾秀全直言，球队除了有好的防
守，更需要出色的进攻能力。“在世界
杯上我们不会获得这么多的进球机
会，可能一场比赛就一两次绝佳机
会，就需要我们的队员能够把握住。”

玫瑰仍铿锵

上届世界杯，年轻的中国女足闯
入 8 强，最终在 1/4 决赛中遗憾负于
美国。6月份的法国世界杯，中国女
足期待更进一步。

不过，对于目前排名世界第16位
的中国女足而言，要想走得更远，每一
场比赛都要全力以赴。小组赛对手中，
德国女足世界排名第 2 位，西班牙女
足排名第12位，南非队世界排名第48
位。中国女足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从小
组赛突围，闯入16强。

目前，中国女足的技战术上还存
在不少问题。面对高大对手的逼抢，
防线的稳定性还有待加强；在二点球
的争夺上，与强敌还有不小的差距。

对此，贾秀全也直言，中国队
在二点球争夺上比较弱，今后要多
练习。王珊珊也提到，球队还需要
在二点球的控制上、转移上、转换
上更快。

大赛的临近与近期的优异表现，
让球迷对“铿锵玫瑰”的绽放有了更
多期待。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赛，贾秀
全毫不讳言：“球员要有一颗冠军的
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准
备去努力实现目标。”

4月7日，一个漂亮的前场扑杀，来自中国羽毛球队的林丹，终
于拿下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冠军。这一刻，他并没有激情庆
祝，而是转身走向后场，蹲下，用手捏住鼻梁，似乎在努力控制自
己的情绪。

经历长时间的状态低迷之后，老将林丹如今用一个冠军宣告王
者归来。不过，随着东京奥运会日益临近，林丹需要面对的挑战将
更多。

努力争夺每一分球

对于中国羽毛球军团来说，此次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可谓满
载而归，5项比赛中狂揽4金。更让人惊喜的是男单项目的“老兵对
决”——35岁的林丹战胜30岁的队友谌龙，时隔两年再夺马来西亚
公开赛冠军。

不过，林丹在决赛中赢得并不轻松。首局比赛，他就以 9比 21
的悬殊比分落败；但到了第二局，找回状态的他逐渐占据上风，将
比赛拉回同一起跑线。关键的决胜局，林丹一鼓作气，一路大比分
领先，最终以一记霸气扣杀拿下最后一分。

“夺冠肯定了自己前段时间的训练，还有自己团队的配合，最主
要的是通过这一站收获了信心。”林丹赛后说。

本次比赛，林丹先后击败了周天成、常山干太、石宇奇、谌龙
等强手。不过，这条夺冠之路并不平坦。首轮比赛，面对3号种子、
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林丹在首局落败、次局 12 比 19 落后的情况
下，上演了“绝地反击”，连得9分获胜。第三局，他又在战成19平
时，稳扎稳打，连得两分拿下比赛。

总结晋级之路，林丹说，自己现在心态更坚决了。“这一次也知
道马来西亚公开赛不是特别好打，自己尽每一分努力争夺每一分
球。我觉得至少这星期每一场球自己都尽量做到了，所以技战术也
发挥得好一些。”

在困境中保持斗志

低迷、“一轮游”，这些词近年来频繁被用于形容林丹的比赛状态。
自去年以来，林丹的比赛成绩逐渐下滑。此前，他的最好成绩

仅仅是打进泰国大师赛决赛。此后的印尼大师赛、德国公开赛和全
英羽毛球公开赛，他遭遇“一轮游”或“二轮游”，瑞士公开赛也只
打进八强。

应该看到，随着年龄增大、伤病增多，林丹在面对冲劲十足的
年轻球员时，在球场的统治力在下降。不过，他的优势在于坚持
不懈的态度、永不服输的精神、强大的心理素质。正如他自己所
说：“我一直在找解决的办法，因为我想挑战自己，想看看自己能
走多远，给年轻球员树立一个好榜样。我觉得一些球员当他们到
了一定的年龄后，都没能在困境中保持斗志，让自己留在高水平
比赛中。”

参加奥运困难更大

随着东京奥运会临近，尤其是本月底奥运积分赛将开启，志在
参加奥运会的林丹将面临更大困难。

首先是国羽派遣参加奥运会人数限制。根据国际羽联和奥委会
协商后做出的规定，每个国家最多只能派2人参加奥运会的羽毛球单
打比赛。这意味着，国羽队中的林丹、谌龙和石宇奇这三员大将，
注定有一个人要无缘奥运会。

其次是世界排名问题。林丹目前世界排名在16位左右，位次远
低于队友。要想进入奥运会并争夺更佳名次，他需要尽快获得积
分、提升世界排名。

4月9日至14日进行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就是一个好机会，这
有助于他在奥运积分赛开始前做好心理准备。在新加坡，他将在首
轮面对世锦赛冠军、丹麦羽毛球运动员阿塞尔森，如果过关，将可
能面对的强手有印尼选手乔纳坦、日本选手桃田等。能否承受住连
续作战压力、体力和精力是否吃得消，这些都是衡量林丹状态是否

“回暖”、能否第五次参加奥运会的关键指标。

中国女足 有一颗冠军心
本报记者 刘 峣

两战两捷，世界杯
前的最后一次大赛练
兵，中国女足用胜利收
获了信心。

在近日于武汉举行
的女足四国赛上，尽遣
主力出战的中国女足先
后击败俄罗斯队和喀麦
隆队，交出了高分答
卷。如今，距离法国世
界杯仅剩两个月的备战
期，女足姑娘已经吹响
集结号，期待将良好状
态延续到世界杯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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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老兵不老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林丹，老兵不老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杭州亚运会举办时间公布
奥运项目新增马术

新华社杭州4月8日电（记者夏
亮） 杭州亚组委近日公布了 2022 年
第 19 届亚运会竞赛项目设置和举办
时间。杭州亚运会将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举行，目前已经确定竞
赛大项增至 37 个，包括 28 个奥运项
目和9个非奥项目。

此 次 公 布 的 37 个 竞 赛 大 项 与
2017 年 9 月举行的第 36 届亚奥理事
会全体代表大会上初步确定的 34 个
杭州亚运会竞赛项目相比，在奥运项

目上新增了马术，非奥项目龙舟则作
为分项并入奥运项目中的皮划艇，同
时新增克柔术、柔术和板球3个非奥
项目。

下一步，杭州亚组委将根据 2 月
21日巴黎奥组委提议的新增项目（街
舞、竞技攀岩、冲浪、滑板），以及亚奥
理事会在杭州亚运会协调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时提议的竞赛项目，按照项目
属性及设置原则，与亚奥理事会和中
国奥委会共同商议后续项目的设置。

林丹在比赛中回球林丹在比赛中回球。。
张纹综张纹综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中国队球员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前加油鼓劲中国队球员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前加油鼓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丁 旭旭摄摄

中国女篮在中国女篮在
北京国家体育总北京国家体育总
局训练局举行公局训练局举行公
开训练开训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曹 灿灿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