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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运动员带来更大自信

侠客岛：军运会第一次在我们国
家举办，作为军人参加这样一个国际
军事体育赛事，尤其还是开幕式的火
炬手，有什么感受？

王皓：很激动，特别激动，尤其
是我担任了开幕式的火炬手。从运动
员转型成为教练员，这次又以军人的
身份参加这样一场国际军事体育综合
赛事，责任很大，意义也很大。

军运会上的运动员也好，教练员
也好，大家都是军人。军人身份给我
们带来一种不同的意义，大家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更强了。

我们通过体育比赛，通过在赛场
中的拼搏精神，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
军人顽强拼搏、永不服输的精神，这
是一种很好的交流。传递友谊，共筑
和平，这个意义很大。

侠客岛：退役后，你的身份从奥
运冠军变成了球队教练，感觉有哪些
变化？

王皓：以前作为运动员，可能更
关注自己。为了比赛吃好、喝好、训
练好就行了，其它的都会交给教练或
者交给其他人，自己不太会分心去关
注别的事情。

真正转型成为教练以后，明显感
觉不太一样了，操心的点也会更多。
比如，每个运动员的性格不太相同，
年龄结构也不同，教练要去思考每个

运动员心里的想法。这些都要去分
析，目的是给运动员心里带来更大的
自信，迎接好比赛。

现在我作为教练，更多的是希望
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运动员，为国
家争夺荣誉。但是我也在慢慢地摸
索，或者说在努力。希望自己能成为
一个最优秀、最好的教练。

走下领奖台 一切从零开始

侠客岛：现在其他国家的一些
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在飞速进步，我

们的运动员在一些比赛中偶尔会有
败绩，甚至还有一些声音质疑我们
是否能保住世界第一的位置。你怎
么看？

王皓：外国运动员在不断进步，
这是一定的。我们可能也会输，包括
偶尔输给欧洲、日本现在新出现的一
些年轻运动员。但现在我们队伍的整
个技术能力，确实还是最强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好事，输一两场
球，会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他们的
进步也促使我们的运动员和教练更加
努力去研究、训练，之后我们的训

练、比赛各方面都会更细致。
经历过很多大赛的运动员，像马

龙、许昕，包括现在的樊振东，他们
可能前期也遇到了一些状态的起伏，
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怎么去调
整，把状态调整到最佳，这都是我们
的教练团队以及很多外围的技术保障
团队等各个方面共同要去努力的。

中国乒乓球队一直能够保持世界
前列，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它更多靠
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乒乓球永远
都会有忧患意识。

侠客岛：从教练的角度来看，
中国乒乓球为什么一直能屹立世界
之巅？

王皓：我经常和队员们说，要时
刻保持警惕和忧患意识。为什么？

即使你拿再多冠军，世界排名再
高，也会有很多人想要超过你，甚至
快追上你了。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
拿一个冠军，拿完后就觉得差不多
了、就可以放纵自己了，那迟早要被
人超越。

我的前辈经常说，当你从领奖台
上走下的那一刻，一切就都从零开始
了。因为你知道你下一个目标就要来
了，下一个比赛就要来了。

失败的经历是最大的心得

侠客岛：2020 东京奥运会马上
来了，我们面临哪些困难？

王皓：现在我们确实会发现有一
些问题，在东京奥运会当中也肯定会
遇到某些困难。比如东京奥运会新设
了一个混双小项，到目前为止，我们
队伍也是把混双放在了重中之重。

在奥运会上，大家都想看看中国
乒乓球到底能拿多少块金牌，但对我
们来讲，每一块金牌都是很重的。尤
其是混双第一块，可能会影响到全队
后面的发挥。但是我相信，通过全体
队员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完成好这

个任务。
侠客岛：中国女排的教练郎平

说，每一次比赛的目标都是“升国
旗，奏国歌”。东京奥运会我们的目
标是什么？

王皓：乒乓球就像大家说的，是
“国球”，群众基础非常好。乒乓球是
有乒乓文化的，它是有历史意义的。
从之前到现在，每一批每一代的运动
员，他们都承载了国人很多的期望。

我们球馆里永远挂着一个标语，
就是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每次我们出
去比赛，代表的就是中国，有一种为
国而战、为 14 亿人而战的理念信
念，一直支撑着我们。

所以无论大赛也好，小赛也罢，
我们都竭尽所能，为的就是能站在领
奖台上。我们也相信，每次赛事只要
国歌奏响的那一刻，冠军就是我们
的，这个信念是不会变的。

侠客岛：最想跟即将出征东京奥
运会的队员分享哪些经验？

王皓：我作为一个教练，跟年轻
人讲得更多的不是说我怎么成功，成
功那是你必须要去努力的方向；讲得
最多的反而是自己经历过的很多失

败。因为我失败过很多次，对这些经
历的思考就是我最大的心得。我要是
能够把这些宝贵的财富带给运动员的
话，运动员就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了。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运动员讲，当
你还没有放下球板的那一刻，永远不
知道自己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在每
个运动员的乒乓球生涯中，你只要能
拿起球拍，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做到最好。

（采访整理：公子无忌）

11月10日，乒乓球团体世界杯在日本东
京落幕，中国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双双夺冠。

作为东京奥运会测试赛，此次世界杯
在明年的奥运会场馆举行，赛制也同东京
奥运会一致：首盘比赛为双打，其余4盘
为单打，率先拿下 3 盘胜利的球队胜出。
与几无悬念的比赛结果相比，找到状态、
积累信心对现阶段的国乒更为重要。

樊振东状态回勇

本届世界杯上，22岁的樊振东重新找
回了王者的状态。

自今年 4月布达佩斯世乒赛开始，樊
振东遭遇了持续半年的低谷：世乒赛止步

8强、中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不敌马龙
和许昕、在韩国和澳大利亚败给郑荣植和
弗朗西斯卡、在亚锦赛上被林高远横扫
……被视为国乒未来领军人的他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危局。

调整心态、找回状态，经过蛰伏和调
整，出现在德国公开赛上的樊振东开始找
回了赢球的感觉。继在德国夺冠后，他又
在武汉军运会上率领球队包揽四金。再次
站到世界大赛的舞台上，那个熟悉的“小
胖”又回来了。

“这次比赛对自己的锻炼价值很大，
帮助我提升了状态和信心。”樊振东说。

世界杯赛上，樊振东作为国乒的绝对
主力出战。半决赛面对年少气盛的张本智

和，他几乎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直
落三局拿下胜利。决赛对阵韩国队，樊振
东在球队 0∶1 落后的情况下力挽狂澜，
接连击败张禹珍和李尚洙，显示出极强的
技术功底和心理素质。

奥运年在即，及时走出阴影的樊振
东，牢牢地把奥运席位攥在了手中。面对
即将到来的考验，“小胖”需要一颗大心
脏，率领球队实现目标。

马龙丁宁“老”当益壮

男女团决赛上，两名国乒老将——马
龙和丁宁都未出现在上场名单中。中国乒
协主席刘国梁说，这是为了降低伤病隐

患，保护老运动员。虽然是“躺赢”冠
军，但马龙和丁宁在本届世界杯上拿出了
令人信服的表现。

去年 8月，马龙遭遇伤病，一度阔别赛
场 7 个多月。对于一名志在奥运的“老将”
而言，伤病是最大的敌人。刘国梁说，马龙
一直努力恢复，很勇敢也很有责任心。

重返赛场的马龙，依旧是熟悉的稳
定。世界杯小组赛上，马龙分别搭档林高
远和许昕，出战两场双打，均为球队取得了
开门红。

“马龙小组赛打完很有信心，不过在
奥运会之前，老运动员、冠军运动员要进
行保护使用，一切围绕东京奥运战略，要
把伤病的隐患降到零。”刘国梁说。

丁宁在同中国台北队的半决赛中出战
两场。在单打比赛中，她腰伤突发，但仍
然咬牙坚持下来，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

“丁宁的精神鼓舞着全队，本来决赛
要让她上场，毕竟双打是围绕她来进行
的，但还是稳妥起见，让年轻运动员上场
锻炼。”刘国梁表示。

同样让人放心的还有刘诗雯和许昕。
刘诗雯在世界杯上出战 3 场单打和 3 场双
打，一局未失，发挥了老队员的带头作
用。“劳模”许昕虽然在决赛双打中丢了
分，但传帮带的能力和稳定的状态依旧得
到了教练组的认可。

年轻球员经历考验

老将的休整为年轻球员提供了难得的
练兵机遇。男团决赛，梁靖崑出战单打，对上
韩国名将郑荣植。在局分1∶2落后的情况
下，梁靖崑绝地反击，完成逆转。“00后”小将
孙颖莎在女团决赛上面对日本队头号选手
伊藤美诚，同样完成了3局大逆转。这样的考
验和经历，对年轻球员的成长弥足珍贵。

结束团体世界杯的征程，国乒将赶往
奥地利，进行本赛季最后一站公开赛的争
夺。根据参赛名单，马龙、许昕、丁宁、陈梦、
孙颖莎和王曼昱等参加了世界杯的选手并
未随行，樊振东和刘诗雯将领衔国乒出战。

追求卓越 国球永远在路上路上
——专访中国乒乓球队教练王皓

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流——在不久前闭幕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乒乓球
项目中，有国乒“小国家队”之称的八一乒乓球队，毫无悬念地包揽了6个项目的金
牌，再次捍卫国球荣耀，令国人振奋。

近日，本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采访了老“八一队”队员、乒乓球奥运冠军、现中
国乒乓球队教练员王皓。

王皓职业生涯共获得过18个世界冠军。2014年12月，他宣布退役，随后转型担
任教练员。目前中国乒乓球队的新领军人物樊振东，就是王皓的弟子。

对王皓而言，担任军运会开幕式火炬手是什么感觉？从奥运冠军到球队教练，有
哪些变化？面对各国选手的挑战，中国乒乓球队如何做到一直屹立于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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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测试赛 国乒拿高分
本报记者 刘 峣

潍坊滨海国际马术文化节举行
本报电（刘玉新、袁彦奎） 2019 潍坊滨海国际马

术文化节暨山东省首届马术锦标赛日前举行。共有来
自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百余个马术俱乐部约200名运动员、200多匹马参赛和
表演。期间举行了国际速度赛马邀请赛、中国马术耐
力达标赛和山东省首届马术锦标赛3个大项9个小项的
比赛。

新华社电 （记 者 王集旻）
2019-2020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蒙
特利尔站 10 日进入了最后一个比
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在当天赛事
中发挥出色，夺得女子 1000 米和
女子 3000 米接力金牌，加上 9 日
拿到的 1 金 1 银 2 铜，蒙特利尔站
中国队以 3 金 1 银 2 铜的优异成绩
结束比赛。

在当日进行的女子 1000 米第
二次比赛决赛中，中国名将韩雨
桐在和加拿大选手萨劳尔特的缠
斗中，最终在最后一圈上演超越
好戏，以 1 分 30 秒 712 勇夺冠军，
萨劳尔特获得第二。此前中国队
选手已经多年未能在世界杯赛场
上夺得该项目冠军。当日决赛
中，和韩雨桐一起站上赛道的还
有另一名中国选手张雨婷，张雨
婷一路从复活赛打进决赛，最终
获 得 第 四 名 ， 成 绩 是 1 分 31 秒
232。

在本赛季世界杯首战盐湖城
站的比赛中，韩雨桐还收获了一
枚 1000 米银牌和一枚 1500 米铜
牌，当时在比赛中也显示出强大
的后程超越能力。

继盐湖城站夺得女子 3000 米
接力金牌之后，中国队在蒙特利
尔再次在该项目上斩获金牌。决
赛中，中国队派上范可新、曲春
雨、臧一泽和张雨婷出场，对手有俄罗斯队、意大利
队和东道主加拿大队。决赛中中国队从发枪就领先，
最后时刻俄罗斯队掀起疯狂追击，不过范可新沉着应
对，最终中国队获得金牌。

在 9 日的比赛中，中国队夺得混合 2000 米接力金
牌，此外中国男选手安凯和韩天宇分别在 1500 米和
1000米项目上斩获一银一铜。在女子1000米第一次比
赛中，范可新拿到一枚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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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皓在军运会开幕式上传递火炬。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王皓在比赛中指导球员。 新华社发

中 国 队 组 合 梁 靖 崑中 国 队 组 合 梁 靖 崑
（（下左下左）） //许昕许昕 （（下右下右）） 在在
比赛中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华华 义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