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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 玫瑰无惧

中国女足的奥运资格赛之旅可谓一
波三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武汉举行的奥运会女足资格赛先是移师
南京，随后又移至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中国队所在的 B 组中，澳大利亚队是最
强劲的对手。主场变客场，给球队的备
战带来很大挑战。此外，因疫情防控，
武汉籍球员王霜等国脚无法随队出征，
这更让球迷捏了一把汗。

当中国女足抵达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计划在此调整训练后再前往悉尼参
赛时，却因疫情发展再度遇阻——因一
周前曾到武汉，根据防疫要求，球队不
得不在酒店隔离观察8天。

比赛临近却不能出门、不能动球，
这样的境遇对一支球队而言无疑是“毁
灭性”的。大赛当前，身体状况如何保
证？逆境当中，中国女足迅速展开“自
救”，与时间赛跑。无法到室外训练，队
员就在室内跑楼梯、练力量。教练组因
地制宜，在酒店内安排队员进行体能和
力量训练，帮助队员保持身体状态。大
家一直互相鼓励，在逆境中共同克服困
难。虽然没能随球队一起出征，留在武
汉的王霜也没有放弃训练。在自己的社
交账号上，她时常分享自己在天台上颠
球训练的视频。

互相鼓励、团结一致，困境当中，
女足队员用坚持捍卫了“铿锵玫瑰”的
荣耀。2 月 5 日解除观察、6 日进行唯一
一次赛前训练、7日便踏上赛场——奥预
赛首场比赛，中国女足上半场便压制住
对手，最终以 5∶1 大胜泰国女足。3 天
后，球队又打进 5 球，击败中国台北
队，提前晋级附加赛。

“中国女足一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
我们不惧怕任何困难，会全力以赴去拼
搏。”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说。

对战强敌 展现实力

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是中国女足
出征奥预赛的关键之战。澳大利亚女足
目前排名世界第七、亚洲第一。双方此
前 8 次交手，中国女足 2 平 6 负，进 5 球
失18球，处于绝对下风。

面对主场作战的对手，中国女足毫
不胆怯，一开场便通过高强度的奔跑挤
压对手的进攻空间。在稳固防守的基础
上，中国女足严格执行战术，反击配合
简练，进攻线路流畅，在进攻端创造出
很多机会。终场前 5 分钟，唐佳丽的世
界波破门几乎让球队看到了胜利的曙
光。无奈伤停补时阶段，澳大利亚球员
范埃蒙德扳平比分，帮助球队以净胜球
优势锁定小组第一。附加赛上，澳大利
亚队将迎战实力不济的越南队，奥运资

格几乎板上钉钉。中国队则将同韩国女
足争夺另一张奥运门票。

尽管无缘小组第一，但中澳之战的
精彩程度是中国女足近年来对战强队的
比赛中少有的。尤其是考虑到备战期间
的各种坎坷，这场来之不易的平局同样
令人振奋和感动。

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说，比赛
中，不少队员拼到“临射门这一脚身体
已经跟不上了”。“球员在困难的情况下，
能够发挥出这种水平，战术、执行、发挥非
常好，确实让人感动。从这场比赛找到信
心、看到差距。中国女足路还漫长，我们要
坚持自己的方向。”贾秀全说。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在比赛
中，来自海内外的现场中国队球迷在看
台上打出“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横
幅，鼓励中国女足奋勇向前。而女足队
员也用进球和胜利，向祖国人民带去快
乐和信心。

“每一名球员在这场比赛都拼尽了全
力，因为大家希望能用胜利带给祖国鼓
励。”唐佳丽说。

赢得时间 直指奥运

在战平澳大利亚队之后，贾秀全曾
这样夸赞自己的球员：“她们是属于新一
代的中国女足，每个人都向往着能够展
示自己。”何谓新一代的中国女足？女足

姑娘用球场内外的表现证明，她们既有
老女足的精神和底蕴，也拥有更为鲜明
的个性和特点。

接下来，中国女足将在 3 月 6 日和 3
月 11 日同韩国队进行主客场两回合较
量，胜者将晋级东京奥运会。由于国内
的疫情，中国女足选择将悉尼作为附加
赛的主场。下一步，赢得了宝贵时间的
中国女足将留在澳大利亚进行训练和调
整，认真备战同韩国队的终极之战。

韩国女足虽然实力强于越南女足，
但从中韩双方交锋记录来看，中国女足
仍有较大优势。近 5 次交手，中国女足
取得 4 胜 1 平。唯一的一场平局出现在
两个月前的东亚杯上，当时的中国女足
以0∶0战平对手。

对于下场比赛，贾秀全表示，无论
面对哪个对手，最重要是自己的准备。

“其实对谁都一样，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的
发挥、细节。”

尽管王霜等球员仍无法同球队会
合，但中国女足也在进行人员补充。包
括杨丽、古雅沙在内的多名球员有望驰
援球队，帮助中国队补强中后场力量。
届时，兵强马壮的中国女足将更有信心
地迎战对手。

“赛前我们没想过附加赛的对手是
谁，我们只想去呈现出最近一段时间包括
整个周期训练的东西。我相信后面的状态
会越来越好。”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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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峣

新一代中国女足
踢出“铿锵精神”

本报记者 刘 峣

1∶1战平劲敌澳大利亚队，以小组第二
的成绩晋级奥运会预选赛附加赛——对中国女
足来说，这样的战绩在意料之中。然而，在经历
了失去主场优势和多名国脚、多日隔离无法训
练等困难的考验后，如此成绩更显不易和珍贵。

3场高水平的比赛、1场硬碰硬的比拼，中
国女足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与执行力，也为祖
国抗疫注入了精神动力。如今，中国女足距离
奥运资格还有180分钟的时间——如果能够在
两回合比赛中击败韩国队，中国女足将顺利进
军东京奥运会。

连日来，武汉方舱医院的广
场舞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自如的
舞步、自信的笑容，让人们看到战
胜病魔、阻击疫情的勇气和信心。

运动孕育生命和活力，带来
快乐和健康。当大众健身因新冠
肺炎疫情被迫停滞之时，在疫情
最严重的地方，一群被病毒侵袭
的人们，用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
运动方式，跳出了最美的舞姿。
这样的场景，宛如冰雪中的一
朵腊梅，绽放出春的气息。

只要有一颗爱运动的心，哪
里都能成为运动场。更有意义的
是，武汉多所方舱医院，正是由
体育场所变身而成。危急时刻，
昔日的运动场及时救急，缓解了
当地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而在
此刻，它们又承担起“本职工作”，
化作舞台，承载着自强不息的生命
力量。

这本是大众健身和体育产业
发展的“至暗时刻”。受疫情影
响，各类赛事和体育活动纷纷暂
停或延期，大量体育经营性场所
暂停营业，体育教育培训线下业
务基本停止。这个冬天，各地的
雪场提前关闭；乍暖还寒之时，
多地马拉松延期举行……体育消
费领域受到冲击，体育产业发展
遭遇挑战。

疫情并未阻止中国人的运动
热情。少出门、少聚会、待在
家，并不意味着不动弹、不锻
炼。这段时间，健身操、瑜伽、
武术等运动项目在很多中国家庭
中悄然流行，健身 APP、“健身
环大冒险”等游戏也颇受年轻人
追捧。尽管足不出户，很多中国
人仍然用各种方式锻炼身体，以
健康的心态面对不期而至的“宅
时光”。

可以想见，通过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更多中国人会重新审视
健康生活的意义。在更加重视健
康的背景下，运动健身的重要性
将进一步凸显。随着疫情的结束，体育领域大规模的补偿
性消费必然到来，这将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契机、提出
挑战。

例如，居家健身领域或将成为健身领域的新风口。当
“宅”和“运动”两个本不搭界的场景结合在一起，有望碰
撞出新的健身项目和产品，吸引更多过去不爱锻炼的人动
起来。在此过程中，线上的体育培训和教育也将迎来发展
机遇，数字和实体体育产业的融合将进一步加深。在疫情
期间，很多奥运冠军和体育明星纷纷通过网络，分享自己
居家锻炼的秘诀。在“带货网红”风行之时，指导和带动

百姓运动健身的“带动网红”
也将更多地走进千家万户。

身为平凡的个体，我们该
如何做好防疫？坚持锻炼、保
持健康就是最好的防护措施之
一。身为骨肉同胞，我们该如
何携手抗疫？自信微笑、陪伴
医生和患者一起舞动，就是最
好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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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在卡塔尔多哈，张贴着“武汉加油！中国必胜！”横幅的
合龙段压环吊装升空，并迅速就位合龙，标志着中国铁建国际集团 （中铁
建） 承建的卡塔尔 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主体育场项目主体钢结构施工完
成，“马鞍形”外观成型。 尼 库摄 （新华社发）

2月 15日，在里斯本举行的 2019-2020赛季葡萄牙足球超级联赛第 21轮
本菲卡主场对阵布拉加的比赛前，本菲卡俱乐部邀请44名中葡两国球童参加
开场仪式，并打出了“中国加油，我们与你同在！”的暖心标语。

佩德罗·菲乌萨摄 （新华社发）

抗
疫
，
我
们
与
你
同
在

中国冰雪运动员佳绩频传
据新华社电 在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时，中国冰雪

运动员们近日也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屡创佳绩，支持
战“疫”。

在北京时间2月16日结束的2019-2020赛季单板滑雪U
型场地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比赛中，蔡雪桐以稳定的
发挥夺得金牌，刘佳宇获得铜牌。至此，本赛季五站比赛
全部结束，蔡雪桐以4000分获得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
总积分冠军，刘佳宇获得总积分亚军。

同样书写历史的还有年仅 16岁的中国小将谷爱凌。在
北京时间 15 日进行的 2019-2020 赛季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卡
尔加里站U型场地比赛中，她以94.00分拔得头筹，紧接着
在次日的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中她凭借出色发挥拿到89.18分
再获一金，成为国际雪联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同一场地背
靠背夺得冠军的自由式滑雪选手。

北京时间 16 日，在 2019-2020 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荷
兰多德雷赫特站的比赛中，我国运动员武大靖、韩天宇、
范可新、张雨婷团结协作，携手以2分42秒442的成绩获得
混合2000米接力项目冠军。

除此之外，个人单项上也多点开花，张楚桐和张雨
婷两名年轻小将在女子 1000 米比赛中奋勇拼搏，分别取
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任子威则在男子 1500 米项目中获得
铜牌。

东京奥运会口号发布
据新华社电 东京奥组委2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

式宣布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United by Emotion”， 中
文可以叫“激情聚会”。

组委会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说，这个口号代表了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运动员、志愿者和观众的心
声，也代表了举办城市东京想要与全世界分享的理念。

这句口号很快将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所有赛场、宣传
纪念品和装饰品上，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这句话在东
京将随处可见。

同时组委会还透露，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奥运会举办
城市不同，这句口号没有日语版，这引起了在场很多记者
的质疑。

组委会副秘书长古宫正章解释说，国际奥委会只要求
有英文版，并不要求有其他语言。但是包括里约奥运会在
内，奥运会口号在推出英文版的同时，也都推出了官方的
当地语言翻译，这是国际奥委会所允许的。

武藤敏郎说，英语口号简明扼要，一看就懂，如果用
日语翻译，会有不同的版本，因此最后还是只推英文口
号，让大家各自去想象自己的日语翻译。

中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进球中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朱宏业朱宏业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中国女足主帅贾秀全中国女足主帅贾秀全 （（中中）） 在训练中指导球员在训练中指导球员。。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白雪飞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