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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皮划艇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专访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冠军徐诗晓/孙梦雅

新华社记者 周万鹏 公 兵 赵 焱

国足主教练李铁（中）在训练中。中国男足近日在上海集
训，备战2022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世预赛巴阿大战将成为
观众回归赛场“测试赛”

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已半月有余，
从初踏赛场的鲜为人知到登顶巅峰的举
世瞩目，如今，通过新华社记者的线上采
访，处在隔离期的徐诗晓和孙梦雅有了
更多时间来回味一路的征战历程和成长
点滴。

8 月 7 日是中国皮划艇的荣耀之
日。徐诗晓/孙梦雅组合在东京奥运会
皮划艇静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中
一骑绝尘，以刷新奥运会最佳成绩的表
现强势夺冠，为中国皮划艇女队揽入历
史上首枚奥运金牌，时隔13年在奥运皮
划艇金牌名册中再度写下中国运动员的
名字。

或许在众多国人的记忆中，中国皮
划艇的奥运高光时刻仍停留在孟关良/
杨文军时代。从雅典到北京，这对黄金
搭档从破冰到卫冕，缔造了中国皮划艇
的奥运传奇。然而此后，在伦敦和里约
的双双失意让中国队陷入长达 13 年的
低谷期。

重登荣耀之巅，29岁的徐诗晓和 20

岁的孙梦雅用行动向世人宣告中国皮划
艇的回归。“这枚金牌不仅实现了我们的
人生梦想，更代表了中国皮划艇的新生，
它证明了在世界皮划艇的舞台上有中国
的一席之地。”徐诗晓说。

回顾奥运会征程，“诗雅组合”用“出
乎意料”来形容。“虽然我们是世锦赛冠
军，但是毕竟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参加
国际比赛，对对手的情况并不了解。”徐
诗晓说。

真正让姐妹俩吃了定心丸是在预赛
结束后，她们以小组第一轻松晋级半决
赛，同时创造了奥运会最佳成绩。“我们
划得比较轻松，信心一下就出来了，只要
按照自己的节奏划，比赛就不会太难
了。”孙梦雅说。

拿到冠军后，中国皮划艇队总教练
孟关良开心地对她们说：“我们拿到了。”
她俩与孟关良拥抱，还把金牌挂在了他
的脖子上。

说起孟教练，孙梦雅说，他是一个很
负责任的人，为了这次奥运会，只能暂时

将家庭抛在一边。训练场上他对我们严
格要求，训练课后我们就像朋友一样，一
起开心聊天。

从 2019 年初开始配艇，到集世界
杯、世锦赛、奥运会冠军头衔于一身，“诗
雅组合”强势崛起的背后，有着诸多不为
人知的心酸和励志故事。

受客观条件制约，年少成名的徐诗
晓相继经历了伤病、退役和复出。而进
入体校仅一年时的孙梦雅险些因父亲受
伤而放弃皮划艇道路。

徐诗晓说，皮划艇对她来讲是一种
情怀，虽然过程中有失落和低谷，但这些
最终都成为她前进路上的动力。“我更愿
意将这些经历当作人生的踏板，不断磨
炼自身，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而孙梦雅之所以选择坚守，源于对
家庭的爱。“只有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
让爸妈过得好一些。”

同样农村出身，敢于吃苦，加上出众
的天赋，让姐妹俩走到一起，并肩战斗。
生活中，她们无话不谈，相互鼓励。比赛

中，她们敢打敢拼，齐心协力。
“每当队伍合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将

赛道两侧的单人皮艇队友视为匈牙利和
加拿大（选手），以此来提升专注度和凝
聚力，女子单人皮艇的速度是很快的，能
划赢她们就会很高兴。”徐诗晓说。

东京归来后，处在隔离期的两人每
天都会按照教练的部署开展室内体能训
练，以保证状态备战即将开赛的全运
会。闲暇时段，她们会在网络平台上追
追剧，浏览近期国内外热点新闻。

在看到钟南山院士为中国皮划艇队
录制的祝贺视频后，姐妹俩格外兴奋。

“钟院士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感到十分
荣幸和自豪，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份
鼓励也将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孙
梦雅说。

展望未来，“诗雅”组合认为最重要的
还是专注于训练，全力打好每一场比赛。
对于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姐妹俩表
示，继续做好为国出征的准备，全力以赴，
力争卫冕。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25 日电 （记者董
意行、胡佳丽）25日，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
比赛于千叶县幕张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
幕，中国选手李豪在男子佩剑个人A级决
赛中以 15∶12 战胜乌克兰选手曼科，为中
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东京残奥会首枚金牌。

面对世界排名比自己高两位的对手，
李豪在决赛中取得了3∶1的良好开局。但
接下来对手连得6分反超比分。随后两人
各得一分，李豪以 4∶8落后。经过心态和
战术上的调整，李豪连续追分至 10∶8，并
在最后几剑的争夺中保持住了领先优势，
最终在自己的残奥首秀中夺得冠军。

谈到比赛中领先、落后、反超的跌宕起
伏，李豪表示，自己还是打得有点激进、有
点一根筋，总是拼命向前冲。当教练让他
放慢速度、掌握节奏后，便追回了比分。

当记者问到为中国夺得首金的感想
时，李豪表示“完全没想到”。“没有预期。我
之前说能进前四、拿个牌，就觉得不负此
行。”他说，“其实我还有很多方面的不足，我
需要弥补自己的短板。这次能拿下比赛不
是说我技术多么好，而是我敢拼敢打。第一
次参加残奥会没有负担、没有多少压力。”

在此前的半决赛中，李豪以 15∶12 战
胜了第四次参加残奥会的队友田建全。
面对既是队友更是前辈的田建全，李豪第
一次战胜对方，便是在残奥会这一最高舞
台上。“这一次可能他心里面负担要大一
点，而我是轻装上阵，没有多少包袱。”李豪
说，“我感觉他今天的状态有点下滑，我今
天就是敢拼敢打做自己，然后拿下了比
赛。他是我的灯塔，指引我击剑的方向。”

接下来，李豪将分别于28日和29日参
加男子花剑个人A级和男子花剑团体比赛
的角逐。“我希望自己把这种状态带到后面
的每一场比赛。”李豪说。

◀8月25日，中国选手边静庆祝获胜。
当日，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女子佩剑个人赛A级

决赛中，中国选手边静战胜格鲁吉亚选手妮诺，获得金
牌。 新华社记者 朱 炜摄

▲8月25日，中国选手冯彦可庆祝获胜。
当日，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男子佩剑个人赛B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可战胜波兰选手阿德里安·
卡斯特罗，获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朱 炜摄

多情剑客无情剑

8月25日，中国选手李豪（左）在比赛中。当日，在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男子个人佩剑A级决赛中，李豪获得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上的首金。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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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8月25日电（记者王镜宇、卢星
吉）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第九名的中国女排回国后
在隔离期间对比赛进行了总结。尽管这次奥运会
成绩欠佳，女排姑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扬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并期待在经历挫折之
后重拾信心，再创佳绩。

回首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队员们有遗憾也有思
考。队长朱婷说，自己2013年进入中国女排以来，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挫折。首场小组赛对阵土
耳其队时因为手腕伤势整场比赛状态都调整不过
来的情况，也是头一次遇到。

“与手腕的伤病共存，是我这一年多来的重要
课题，队里也很重视，我们一直很积极地寻求最好
的解决办法，调动出最好的状态和阵容来应战。说
实话，这次在东京伤病恶化，包括教练、队医、队友，
还有我自己都没想到。后来开会的时候袁心玥还
说，到后排被换下场坐在替补席的时候，她还在想

‘朱姐一会就好了’。”朱婷说，“这次自己做得不好
的地方，我会好好总结。”

张常宁对奥运会中国队的表现感到遗憾，也觉
得有些内疚，因为没能把训练中的状态完全发挥出
来。在朱婷受手腕伤势困扰的情况下，自己在主动
承担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她说：“这次奥运会确实一开始出现了很多状
况，我们在比赛中还是应变慢了。遇到困难的时
候，我没有主动站出来吧。对我来说这是比较遗憾
的一点，也是需要进步的一个地方。可能后面两场
球才打出了我们一直说的拼搏精神，前面其实就一
直差了一口气，确实也挺可惜的，这些也是值得大
家总结的地方。”

袁心玥认为，这次奥运会中国队面对自身困难
和对手的冲击没能及时调整过来。中国女排要想
保持高水平，所有队员都要更加勇于承担。“除了朱
婷之外，其他队员也要站出来。只有更多的人发
光、发亮，我们才能承担起比赛的任务。”她说。

丁霞表示，这次奥运会中国队确实没有把水平
发挥出来，需要认真总结。“竞技体育就是有输有赢，还是要在
今后的训练中解决发现的问题，包括技术和心态方面。要吸
取教训，总结经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示，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
是队伍取得佳绩的法宝，也是队伍遭遇挫折时的精神指引。
她们会继续发扬女排精神，携手奋进。

这次的挫折让朱婷想起了2013年队伍还在爬坡的时候。
她说，上了场没有人想输，但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挫败就是最
好的老师，这种时候的学习效率往往是最高的。“我们要吸取教
训，承认自己的不足，补强技术短板、提高配合效率。同时也要
去熟悉我们的对手，以冲击者的姿态，重新出发。”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
月 24日电 （记者赵焱、陈威
华）巴西圣保罗州政府 24日
宣布，下月初在该州举行的
2022 年世界杯足球预选赛
南美区巴西与阿根廷队的
比赛将允许 1.2万名观众入
场，成为巴西疫情暴发后观
众回归球场的“测试赛”。

巴西与阿根廷队的这
场比赛将于 9月 5日在圣保
罗东区的科林蒂安球场举

行。圣保罗州体育厅发布
的公报说，入场球迷必须出
示开赛 48 小时内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赛后
所有现场观众也将重新检
测，并观察15天。

公报说：“根据当前疫
情的状况，重症病床占有率
已经低于 40%，州内疫苗接
种率较高，因此具有进行测
试赛的条件，比赛将有专家
参与疫情的防控和观察。”

李铁：不是说你实力比我
强，我就没有赢你的机会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
许东远）“国家队没有小比
赛，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
中国足协近日在上海召开媒
体座谈会，对于即将开始的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二强
赛，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
教练李铁表示，不是说你实
力比我强，我就没有赢你的
机会，我们会专注于每一场
比赛。

8 月 26 日，国足将从上
海启程飞赴卡塔尔多哈。未
来近3个月的时间里，国足将
迎接 6场比赛的挑战。如此
长时间在海外训练比赛，对
于球员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改变不了的，就好好享
受。”李铁打趣道，“我包里已
经备好了 3个月的茶叶。我
一直告诉队员们‘一切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当困难
无法改变的时候，李铁希望
自己的队员们能够学会享受
人生。

未来近 3 个月，球员将
面对疫情防控、与家人分别、
适应新环境等困难。“球员都
是成年人，最小的也 20多岁
了，他们知道来国家队的意

义，舍小家为大家，他们明白
的。”李铁表示，长时间在海
外的比赛，对所有球员都是
巨大的挑战。如何面对这样
的困难？“国家真的需要你的
时候，就是把事情做好，享受
每一天。”李铁的回答很坚
定。

多哈当地时间9月2日、
9月7日，中国队将分别对阵
两支劲旅澳大利亚和日本
队。开局就遇强敌，对于中
国队来说，无疑是巨大考验。

但在李铁看来，“不是你
比我强，我就没有机会赢
你。”国足的队员没有几个人
有十二强赛赢球的经历，“他
们需要通过胜利去建立信
心，尤其是赢得十二强赛这
个级别的比赛。”李铁表示，
教练团队会给队员加以引
导，让他们能够踢出风格多
样的足球，踢出自己的水平
来。

“相信所有人都已经为
十二强赛做好了准备，为国
出战、为国争光是每个人的
意愿，希望能力拼对手，取得
一个好的成绩。”国足队长吴
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豪”情万丈勇夺冠
轮椅击剑选手李豪为中国队夺得东京残奥会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