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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次“林李大战”缔造传奇

一边是李宗伟在退役发布会上哽
咽落泪，一边是林丹在微博上感慨

“独自上场，没人陪我了”。“林李”
长达 14 年的对话与传奇，最令中国
球迷津津乐道、依依不舍。

跨越 4 个奥运周期的“林李大
战”，早已成为世界羽坛的经典。经
历 40 次交锋，两人从场上的对手逐
渐成为场下的朋友，为球迷留下了不
少佳话。

2013 年广州世锦赛决赛，李宗
伟因脱水导致体力透支，不得不放弃
比赛。作为胜者的林丹并未大肆庆
祝，而是与工作人员一同将李宗伟抬
上担架。事后，李宗伟说，两人的感
情已经超越了对手。

2018 年全英公开赛男单 1/4 决
赛，林丹第 28 次也是最后一次击败
李宗伟。比赛后，两人互换球衣，隔
网拥抱。那时，或许很少有人料到，
这就是“林李大战”的绝唱。

两位伟大的运动员同处一个时
代，既是幸运，也很残酷。对李宗伟
来说，虽然有“公开赛之王”的美
誉，并连续350周排名世界第一，但
从未拿到过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金牌。
随着职业生涯步入尾声，一时瑜亮的
两人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我已经尝
试争夺世界冠军很多次，所以没有什
么可输的。”李宗伟说，自己跟林丹
在场上是竞争对手，在场下是很好的
朋友。

在李宗伟看来，自己和林丹就
像是费德勒和纳达尔，两人相互竞
争、相互促进，“没有林丹，也不
会有今天的李宗伟”。即使走下赛
场，他的脑海中也总是想着与林丹
的比赛，这种相互间的竞争促使他
一直坚持下来。

“我们现在不再是对手了，但我
们还是好朋友，我看到他如此努力，
希望能够在 2020 年奥运会赛场上看
到他比赛。”李宗伟说。他也希望在
未来能和林丹合作，共同推动羽毛球
运动的发展。

追梦故事感人心

“既是伟大的对手，也是知己好
友。”羽毛球前国手鲍春来这样评价
李宗伟。

除了林丹，李宗伟同鲍春来、
蔡赟、谌龙等中国运动员都曾有过
交手和交往。见证了他的一路艰辛
和成就，很多中国队员都同他成为
了好友。

中国球迷为何喜欢李宗伟？除了
同国羽的一段段佳话外，李宗伟的成
长经历和抗癌故事，也让很多人印象
深刻。

祖籍福建的李宗伟，出生在马来
西亚槟城的小镇。他的家境一般，父
亲是长途车司机兼油漆工人，母亲是

家庭主妇。从“小镇青年”一步步成
长为羽坛名将的“逆袭”故事，让很
多人深有感触。

“败者为王”，这是李宗伟给自己
的自传取的名字。尽管被称为“千年
老二”，但李宗伟从来都表现得很坦
然。即便一次次同世界冠军擦肩而
过，他仍然在下一次整装出发。

在去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上，
36 岁的李宗伟在决赛中击败了世界
排名第一的日本选手桃田贤斗。但
在 不 久 后 ， 他 就 被 查 出 患 上 了 鼻

癌。仍然怀揣奥运梦想的他经过治
疗逐渐恢复训练，但最终还是因为
健康原因无奈退役。

毫无疑问，即便离开赛场，中国球
迷和中国球员仍将继续关注和祝福这
名“伟大的对手”和“知心的朋友”。

让体育超越竞技

在乒乓球界，也有陪伴了几代国
乒的老对手。

2016 年，被中国球迷亲切地称

为“老瓦”的瑞典名将瓦尔德内尔正
式宣布退役。生于 1965 年的“老
瓦”，在近 40 年的乒坛生涯中多次获
得世界冠军，被称为瑞典乒坛的“游击
队长”。从蔡振华、孔令辉、刘国梁到王
励勤、马龙，瓦尔德内尔同六代中国乒
坛顶尖选手交锋过，并屡尝胜果，被视
为中国乒乓球“最伟大的对手”。

虽然退役，“老瓦”仍时常来中
国参加各类乒乓球比赛和活动。与中
国乒乓球选手抗衡 20 多年，让瓦尔
德内尔成了中国乒乓球队最熟悉的
人。在今年的匈牙利世锦赛男单决赛
上，马龙遭遇瑞典新星法尔克，刘国
梁便搬出“老瓦”来激励马龙——
“‘老瓦’说你从未在决赛中赢过欧
洲选手，你等于隔空在和‘老瓦’打
比赛，我们都在台上看着你，是不是
能战胜瑞典人。”

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不仅
连接了球员间的友谊，也让体育运动
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了国与国之间
友好的化身。在女子乒坛，福原爱就
是这样一位“福将”。

“第一次去中国练球是 5 岁的时
候。我记得从来没打过那么多球，第
一次打完腿酸到睡不着。从那一年开
始，每年的暑假都去训练一个月，让我
开始跟大家有了许多链接与感情。”
从小与中国乒乓球结下不解之缘的福
原爱，历经了王楠、张怡宁、丁宁、
刘诗雯等“大魔王”的轮番考验。虽
然没有傲人的成绩，但一口流利的东
北话和虚心求教的态度，为福原爱赢
得了中国球迷和球员的“疼爱”。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独特的
身 份 ， 福 原 爱 成 为 中 日 友 好 的 使
者。她曾写下“中日友好”，也曾担
任 日 中 文 化 体 育 交 流 年 的 亲 善 大
使。而她与中国台北球员江宏杰的
婚姻，终于让自己如愿以偿地成为

“中国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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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
宗伟宣布退役，中国球迷很
是不舍。随着这名国羽多年
的老对手、老朋友告别赛
场，持续了10多年的“林李
大战”故事也将画上句号。

在中国体育的历史上，
像李宗伟这样的外国对手并
不多见。正如李宗伟所说，
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比
赛，都能听到中国球迷的呐
喊和鼓励。

他是中国羽毛球最伟大
的对手，也是中国球迷最熟
悉的外国选手；他具备顽强
刻苦的品质，也拥有谦逊低
调的性格；更“加分”的
是，作为华裔运动员，他能讲
流利的中文。或许正是这些特
质，让李宗伟成为无数中国球
迷喜爱和尊敬的老朋友。

顽强出线 暴露问题

同西班牙队的比赛，中国女足在数据
上全面处于下风。西班牙队全场共有24脚
打门，并有 9 脚射正，但依靠众志成城的
防守和门将彭诗梦的出色表现，中国队拼
来了宝贵的一分，从而以4分获得出线权。

贾秀全说，他深知球员们过去一段时
间以来的压力，看到球员们在场上顽强的
作风，他备受鼓舞。

“今天的比赛很艰难，但姑娘们顶住了
压力。我是运动员出身，球员的压力我最
清楚。她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想什么我很
明白。我们看到了和欧洲强队的差距，大
家要付出200%的努力，才可能不被拉开距
离。这场比赛，拿下 1 分，说明我们还有
和世界级强队交手的希望。我被姑娘们拼
搏不放弃的精神所感动。”贾秀全说。

虽然整个团队的拼搏精神和赛后的泪

水令人动容，但也要客观地看到，90分钟
的比赛，中国女足与西班牙队传接球技术
和比赛控制力的差距。

中国队球员韩鹏认为，西班牙队实力确
实更强一些。“对手身体素质比较强，在欧洲
又属于技术型的，个人能力非常强。我们必
须得两三个人夹抢，才能把球抢回来，一对
一能力确实要差一些。”

谈到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中国女足
球员张睿认为，球队在防守上压力比较
大，进攻端的最后一脚传球没把握好，没
有转化成更好的进攻机会。

恢复体能 迎接挑战

艰难出线，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不
过在确保出线后，中国队赢得了战术完善
和球员恢复的宝贵时间，这对于几天后迎
战可能比西班牙队更强对手的中国队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

贾秀全透露，球队将利用比赛后的时
间进行各方面的恢复。“未来几天球员将进
行伤病和体能的恢复。虽然原来的体能储
备不错，但一些无谓的压力让她们消耗了
更多的体能。一些上场时间少的球员要系
统训练，为之后的比赛做准备。王珊珊扭
伤比较重，但估计大问题没有。”他说。

与此同时，贾秀全也表示，世界杯三
场小组赛下来，他对中国女足未来的前进
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三场比赛，在背
负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球队按照计划目
标一步步奋斗，本身就是一种提升和进
步。对于下一步的目标，下一步该怎么
踢，我们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比赛结
束后也会认真总结。”

展望淘汰赛阶段，张睿认为，还是要
在控球上做得更好。“进攻端由守转攻时要
能先把球控好，还是要讲究成功率，不要
太急，如果不能更快向前，还是希望先把
球控制下来。”

中国女足：擦干泪水再拼搏
立 风

战平西班牙，确保16强席位——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战后，中国女足姑娘相拥而
泣，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也罕见地流下了眼泪。

过程艰难、结果可喜，但也应看到，中国女足同高水平对手的差距，绝非战术和意志
所能完全弥补。未来的16强之路，女足依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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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延寿覆膜田杯”全国少儿武搏赛、北京第十六届少儿武术比赛暨北京市体育公益活
动社区行日前在京举行。本次大赛由北京市武术协会少儿武术专业委员会发起，中国关工委健体
中心、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国22个省份的300支队伍、15个国
家和地区的6000余名少年选手，围绕武术套路、散打等13个项目展开竞赛。

彭训文 龚文通摄影报道

中国队首夺射箭世锦赛男团冠军

据新华社电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男子
篮球测试赛暨2019武汉国际篮球邀请赛将于本
月 22 日至 26 日在武汉洪山体育馆举行，八一
男篮、卡塔尔国家队、立陶宛职业俱乐部队、
美国明星队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江汉大学等湖北省内 4支高校
CUBA男篮运动队共8支球队参赛，分为A、B
两个组分别进行小组单循环比赛。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男子篮球项目竞赛

委员会副主任王文忠说，本次测试赛的门票全
部免费向社会赠送，具体赠票方案择期公布。

作为武汉军运会男篮比赛主场馆，装修
一新的洪山体育馆日前正式交付使用。目前
洪山体育馆整体达到国家一级场馆标准，新
建训练馆面积增加近两倍，对智能化、安防
及消防系统等也进行了全面升级，5G 设备在
馆内已经全部铺设完成，场馆还实现了 WIFI
全覆盖。

据新华社电 2019 年射箭世锦赛近日在荷
兰斯海尔托亨博斯落下帷幕。在反曲弓男子团
体决赛中，由魏绍轩、冯浩、丁倚亮组成的中
国队以6∶2战胜印度队，历史上首次夺得世锦
赛男团项目冠军。

女子团体比赛中，郑怡钗、孟凡旭和安琦轩
组成的中国队在铜牌战中4∶5不敌英国队，获
得第四名。中国台北队在冠军争夺战中以6∶2
战胜韩国队，历史上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团冠
军。美国队的布拉迪·埃里森和中国台北队的
雷千莹分别获得男女个人项目冠军。

“这次世锦赛，我们派出了非常年轻的参
赛阵容，6 名队员中有 3 人都是 18 岁，平均年
龄 20岁，而且所有队员都是第一次参赛。”国
家队领队肖昊鹏说。

根据国际射箭联合会的有关规则，本次世
锦赛上男女团体进入前八的队伍，将自动获得
明年东京奥运会的满额席位 （除了团体项目资
格以外，男女个人项目分别可派3人参赛）。中
国队成为目前仅有的 4 支拿满参赛席位的队
伍，其它三支分别是中国台北队、英国队以及
传统强队韩国队。

世界军人运动会男篮测试赛即将开赛

2013年8月11日，林丹 （右） 在询问李宗伟的伤情。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中国队球员吴海燕中国队球员吴海燕 （（中左中左）） 与主教练贾秀全在赛后拥抱与主教练贾秀全在赛后拥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郑焕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