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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连日来，在世界各地的体育赛场上，运动员、俱乐部和观众用

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人民抗击肺炎的支持。
图① 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预选赛上，中国女足球迷在场

边加油助威。
图② 2月9日，意甲联赛国际米兰主场对阵AC米兰的比赛中，球场大屏幕显示出“武

汉加油”字样。
图③ 2月 8日，花滑名将隋文静/韩聪在韩国首尔夺得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冠

军。两人赛后带动现场观众一起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点燃了全场激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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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人民同闯难关

此次奥运女篮资格赛，中国队所在
的 B 组有 3个出线名额。这意味着，中
国女篮只要拿下一场胜利，就可以基本
锁定奥运参赛名额。然而，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原定于广东佛山举行的比赛
不得不移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此
时，距离比赛打响还有不到 10 天的时
间，意外失去主场之利，让中国女篮的
备战难度陡增。

“中国女篮全体将士会并肩与全国
人民共同战胜困难，闯过难关，我们一
定要有这样的决心。”出征之际，中国
女篮主帅许利民许下诺言。

2 月 6 日，资格赛首战打响。对战英
国女篮，中国队两节过后落后6分，球迷
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半场归来后，中国
队在攻防两端打得更为坚决，邵婷、李梦
和韩旭 3 名得分手多点开花，单节赢了
对手12分，最终取得开门红。

胜利来得并不容易。比赛后，中国
队队长邵婷透露，由于近年来未曾与英
国队交手，为了打好首战，中国队进行
了1个月的针对性训练。

次战面对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
队，中国女篮一改首战慢热的问题，半
场便领先对手 13 分。下半场，面对对
手 的 强 势 反 扑 甚 至 反 超 比 分 的 “ 绝
境”，邵婷挺身而出，依靠突破上篮和
罚球再度超出比分。最终，在全队众志
成城地完成最后一防之后，中国女篮提
前锁定奥运资格。

在去年 11 月举行的奥运会资格赛
亚大区预赛中，中国女篮曾以 1分之差
惜败韩国队。末战再度对垒老对手，中
国女篮没有给韩国队任何机会。100 分
的得分、40分的分差——中国女篮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顺利收官，毫无争议地拿
到了奥运会门票。

跨越时空的能量传递

为祖国而战，为胜利而战。比进
军奥运更宝贵的是中国女篮在比赛中
展现出了团结一致、奋力拼搏的精神
风貌。在举国上下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中国女篮的胜利极大提振了国人
的信心。

资格赛期间，一段女篮更衣室的视
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让不少球迷
为之“泪目”。视频中，中国队心理教
练黄菁在赛前为球员们鼓劲：“当一个
国家身处逆境、呼唤一种精神时，那就
是使命，就是信念，就是一往无前！今
天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这是一场跨越时
空的能量传递，我们要打出中国女篮的
精气神，敢打硬仗，遇强则更强！”

随后，女篮球员们聚在一起，在助
理教练贾楠的带领下齐声高喊——

“球场如战场，上场就得拼和抢。”
“拼是什么？”
“防守！”
“抢是什么？”
“篮板！”
“我们是谁？”
“中国女篮！”

“为了谁？”
“祖国！”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比赛中，中

国女篮队员在球鞋上写下了这样的字
迹。在这场“跨越时空的能量传递”中，中
国女篮的精气神感染了每一个人。

“在逆境中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
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决心。全国人民需
要这样坚定的信念，去战胜和克服疫
情！”许利民说。

“希望我们能感染更多人，有这样
的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没有困难能打
倒我们中国人！”邵婷说。

事实上，作为中国女子三大球队伍
之一，近年来，中国女篮一直在亚洲和
世界赛场上展现韧劲、不断进步。2018
年亚运会和 2019 年女篮世界杯上，中
国女篮两胜老对手日本队，重新夺回亚
洲第一；女篮世界杯 8强、全胜进军奥
运的成绩，更是凸显了这支年轻球队的
活力和潜力。经历过几场大赛和硬仗的
考验，韩旭、李月汝、李缘等年轻球员
都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这支队伍真正地迈过了一个大台
阶，真正地超越了自己。我为我们这支
队伍感到自豪，为这些优秀、富有朝
气、富有活力的运动员感到骄傲。”许
利民说。

东京奥运会目标八强

随着奥运资格赛的落幕，东京奥运
会女篮比赛的 12 支参赛球队全部确
定。除了东道主日本队和世界杯冠军美

国队自动入围外，中国、澳大利亚、比
利时、加拿大、法国、韩国、尼日利
亚、波多黎各、塞尔维亚和西班牙通过
资格赛比拼晋级奥运。

3月21日，奥运会女篮比赛将举行
抽签。12支球队将被分成3个小组，各
小组前两名以及成绩较好的两支小组第
三名球队晋级八强。

4 年前的里约奥运上，中国女篮在
小组赛仅取得一场胜利，未能闯入八
强。谈及中国女篮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目
标，许利民说，球队要争取进入前8。

“我们的目标还是打好每一场比
赛，奥运会这种最高级别的比赛对队伍
锻炼非常大，我们会重视每一场比赛，
把每一场比赛的水平打出来，继续往前
走。”许利民说。

许利民坦言，目前中国队在场上仍
存在不少问题。“队伍比较年轻，和美
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法国等队还有
很大差距，要走的路还有很长，这只是
刚刚开始。”

继中国女排之后，中国女篮拿到了
中国三大球项目的第二张奥运门票。在
男子三大球已确定无缘奥运的背景下，
女子项目撑起了三大球项目的半边天。

目前，中国女足也正在为奥运资格
比拼。在接连大胜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
后，2月13日，中国女足将同澳大利亚
队争夺小组头名。如果能够战胜对手，
中国队将同另一个小组的越南队争夺奥
运资格；如果屈居小组第二，则将与实
力不俗的韩国队上演“遭遇战”。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 记者刘 峣

我们是谁？ 中国女篮！我们是谁我们是谁？？ 中国女篮中国女篮！！
三战全胜进军奥运 拼搏精神振奋人心

“我们是谁？”
“中国女篮！”
这几日，远在贝尔格莱德的声声呐喊，振奋、鼓舞

了很多中国人。在2月9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篮资格赛
上，中国女篮100∶60大胜老对手韩国队，以三战全胜的
战绩昂首挺进东京奥运会。

尽管失去了主场优势、面临异国作战的压力，但中
国女篮凭借着3场酣畅淋漓的胜仗，用实力正名。逆转战
胜英国、爆冷击败欧洲冠军西班牙、“复仇”韩国女篮
——中国女篮的拼搏精神，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奥运会入
场券，也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人注入了信心与斗志。

▶中国队球员在球鞋上书写“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字样。
新华社发

为了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居
家不外出成为人们的选择。人可以

“宅”，但精神和身体不能“宅”；工作
和课业可以暂停，但运动锻炼不能
停。在有限的居家条件下如何坚持运
动？这几天，看看各地网友的晒图和
视频分享，就会被体育爱好者的毅力
和想象力所折服。

春节后一场大雪落下来，有北
京市民趁机在空旷无人的楼顶滑起
雪来；有西安跑友在家“找乐子”，
在客厅走廊来回跑步，8 小时跑了
100公里；笔者的一位朋友不放过任
何“施展筋骨”的可能，扎着马步
看电视，做着瑜伽玩手机，动感单
车、弹力带、哑铃、健腹轮每天都
来一遍——真可谓心中有体育，哪
里都是运动场。

运动是良医，健康是责任。预
防新冠肺炎，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
一责任人，而运动是提高自身免疫
力、抵抗病毒的最好武器。83 岁的
钟南山院士就是最好的榜样，他坚
持跑步 70年，现今还能一口气做 10
个引体向上。在抗疫一线奋战，没
有好身体可不行。钟南山常说，锻
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的一部
分。一定要坚持运动，这样才能享
有好的生活质量。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大家虽然出门少了，但不能懒
在家里“胖三斤”。日前，国家体育总
局专门下发《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
学健身方法的通知》，号召各级各地
体育部门积极倡导居家科学健身，
推出简便易行、科学有效的居家健
身方法，倡导疫情防控时期的健康
生活方式，很多奥运冠军也自告奋
勇，为居家民众当起“私家健身教
练”。只要跟着冠军做，强身健体并
不难。

科学锻炼防控，增强自身抵抗力，抵御病毒入侵，这是
对自己、家人和社会最大的助力。运动锻炼对身体健康有很
关键的作用，能让人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尤其面对疫情，

一些人容易情绪低落，体育运
动独特的刺激性、宣泄性等，
可以排解焦虑、紧张、消沉的
负面情绪，通过运动给身心带
来满足感和愉悦感，缓减压
力，改善亚健康状态。

当然，强身健体贵在坚持，
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结合自身
身体状态，适量规律运动，科学
锻炼身体，保持乐观情绪，享受
居家乐趣，就能以更好的状态回
到学习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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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足不出户的中国人正以乐观、坚强的心
态，选择了“花式”居家健身，让全民“居家防疫”变
得像一个“充电期”。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1 月 30 日下发了 《关于大力推
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通知》，推广居家健身方法，普及
科学健身知识，倡导疫情防控时期的健康生活方式。

各地体育部门、协会纷纷动了起来，打开他们的体
育公众号，呼吁大家居家健身、提供各类教程的比比皆
是。江苏省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会长贺珍珠最近就挺
忙，在提示各地协会和健身队伍停止室外活动的同时，
利用“江苏广场舞”网络平台开展远程教学、鼓励大家
上传分享居家健身视频，在江苏掀起了一股居家广场舞
的小热潮。

明星的带动力量有时更超乎想象，奥运冠军孙杨、
徐莉佳、王丽萍、张山、邢傲伟，足球名将郑智、高尔
夫名将梁文冲、极限达人陈盆滨……不管现役还是退
役，体育明星们纷纷祭出自己的居家锻炼绝招。数十位
中国优秀运动员联合起来，发布了一系列“冠军教你室
内健身”的小视频，为网民当起了“私家健身教练”。他
们穿着日常家居服装，有些还带着孩子一起，向人们示
范如何在有限的居家条件下快乐健身，在网上大受欢
迎。此外，各家职业俱乐部也纷纷在公号晒出自己队员
们的居家锻炼“秘笈”，号召大家一起健身。

体育行业的“大鳄”们也没闲着，Keep推出居家防
疫板块，为各类人群推荐适合的居家健身课程；PP体育
的直播区里，各类居家健身直播课程悄然上位，占据了
大片时段；阿里体育联合优酷推出“在家也能上的体育
课”，帮助全国3至15岁青少年免费在家上体育课……

中国篮协副主席、陕西省篮协主席、西北工业大学
篮球队主教练王立彬说，碎片化的居家健身习惯很重要
也很简单，“比如一天50个俯卧撑、三分钟的静蹲、平板
支撑就挺好了。毛巾左右对拉，上下对拉，一条毛巾就
解决问题了”。 据新华社

链 接

“在家练”度过防疫“宅时光”

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铁桥社区一户居民楼里，妈
妈在陪儿子做乒乓球游戏。 闫锐鹏摄 （人民视觉）

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铁桥社区一户居民楼里，妈
妈在陪儿子做乒乓球游戏。 闫锐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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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月月 99 日日，，中国队球中国队球
员黄思静员黄思静 （（上左上左）） 与队友与队友
李梦庆祝获胜李梦庆祝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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