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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之战进入倒计时

国足力争12强赛“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 肖世尧 杨元勇

国足球员高准翼（左）与蒋光太在训练中。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9月1日，中国选手朱德宁在比赛中。当日，在东京残奥会男子跳远T38级决赛中，首次出征残奥会的朱德宁跳出了7米31的成绩，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我非常激动，我觉得每个人站在这么高的舞台上都会非常激动，我相信你也会。”朱德宁说。1999年出生的朱德宁从小患有共济失
调症，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运动，追求自己的体育梦。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一跳定乾坤

巴西男足全员到齐备战世预赛

繁华之外
新华社记者 肖世尧

北京时间9月3日凌晨2时，中国男
足将在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对阵强
敌澳大利亚队，迎来2022年卡塔尔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首场比赛。

2017年9月，正是在这座球场，中国
队最终无缘俄罗斯世界杯。四年后，中
国足球的世界杯梦想将从梦碎之地重
新启航。

本届 12强赛，中国队与日本、澳大
利亚、沙特、越南和阿曼队同分在 B
组。小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世界杯，第
三名将获得参加附加赛的资格。换言
之，想要进入世界杯，中国队至少要进
入B组前三名。

2018 年，日本、澳大利亚和沙特三
队均打入了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中
国男足要虎口拔牙，绝非易事。

万事开头难。澳大利亚队是小组前
三的有力竞争者。9月7日，中国队又要
面对小组最强的日本队。先难后易的赛
程下，前两场比赛的结果将很大程度上
决定国足整个12强赛的走势。中国队要
尽可能争取在澳大利亚队身上获得积
分，为之后的比赛赢得更大的调整空间。

客观来讲，随着卡希尔、耶迪纳克
等“黄金一代”球员隐退，澳大利亚队球
员能力有所下降。但在此前的 40强赛
中，球风硬朗的“袋鼠军团”依然八战全
胜晋级，展现出在亚洲比赛中的强大竞
争力。澳大利亚队目前世界排名35位，
整体实力在排名 71 位的中国队之上。
国足将士们首先还是要放低姿态，在做
好防守的基础上去力拼对手。

虽然实力不占优，但中国队在赛前
有不少利好消息传来。受国内防疫政
策影响，澳大利亚队的主场比赛调整至

多哈中立球场举行。失去主场优势对
澳大利亚队影响不小，上届12强赛中澳
大利亚队主场取得 4 胜 1 平，而客场仅
有 1胜 3平 1负。中国队 8月 26号就全
员集结到多哈进行备战训练，而澳大利
亚队的球员们 30 号才开始陆续抵达。
比赛前澳大利亚队最多只有一到两堂
训练课，对气候和时差的适应远不及国
足。某种意义上，本场比赛中国队将占
据“主场优势”。

此外，由于回国隔离期较长，澳大
利亚队队长马修·莱基决定暂不参加12
强赛，因同样原因缺阵与国足比赛的还
有澳超金靴杰米·麦克拉伦等多名40强
赛主力球员。“袋鼠军团”的主力门将，
有“亚洲第一门将”之称的马修·瑞安虽

然入选了大名单，但他在上个月刚刚接
受了膝盖半月板手术，已有很长时间没
有参加比赛，能否出战尚未可知。

中国队以逸待劳，面对缺兵少将的
澳大利亚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正如
中国队主帅李铁所说：“足球比较有意
思的就是，不是说你实力比我强，我就
没有赢你的机会。”

从40强赛来看，澳大利亚队比过去
更加强调层层推进和中路渗透，但边路
传中仍然是他们最主要的进攻武器。
40强赛澳大利亚队打进的28粒进球中，
有超过 10粒进球都是通过边路传中得
分。澳大利亚队前锋博伊尔新赛季发
挥出色，目前领跑苏格兰超级联赛射手
榜，围绕他发起的右路进攻可能会给中

国队带来较大压力。
犀利的边路进攻也为澳大利亚赢

得大量定位球机会，澳大利亚队在40强
赛利用角球和任意球打入 11 粒进球。
身高 1.98米的中后卫苏塔 5场比赛 6次
通过定位球抢点得分，成为球队40强赛
的最佳射手。

在此情况下，中澳两队的边路攻防
质量将成为比赛的胜负手。中国队在
40强赛期间先后担任主力右后卫的明
天和唐淼都因伤缺阵，如何重构后防线
将是李铁的一大难题。把有“万金油”
属性的左后卫王燊超移到右路或者让
张琳芃回归右后卫，都是可行的选择。
面对澳大利亚队的高空威胁，中国队要
尽量减少给对手定位球机会，盯防苏塔
则需要全队的密切配合。

作为澳大利亚队的后防核心，苏塔
在防守端也有着极高的争顶和拼抢成
功率，但身材高大的后卫也必然存在转
身较慢的问题，而武磊和艾克森这对中
国队主力锋线组合正是利用后卫身后
空当的高手。在李铁快节奏进攻的指
导思想下，尹鸿博、吴兴涵、韦世豪等灵
巧速度型球员也有望在比赛中展现自
己的特点，阿兰和近来状态恢复的洛国
富则可能作为后手来冲击对手。

李铁上任后，带领中国队在40强赛
中克服失去主场的困难，展现出良好的
精神面貌，最终顺利晋级。进入 12 强
赛，国足无疑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
战。首场比赛面对强敌，无论顺利与
否，希望中国队的球员们都能继续顽强
拼搏，用积极的比赛风貌回馈广大球
迷，力争取得“开门红”。

（据新华社多哈9月1日电）

9月1日，郎平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自己已离任中
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图为 2021年 8月 2日，在对阵阿根廷队的东京奥运会排
球女子小组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左二）与球员袁心玥（右
二）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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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9月1日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宣布离任，结束了重返国家队以来两个
奥运会周期的执教。东京奥运会的失利让这
次离别显得有些伤感，但这位中国体育的英雄
人物仍然配得上所有的掌声与喝彩。

人生如戏。谁又能预见自己剧本的每一
幕？从蝉联世界杯冠军的巅峰到东京奥运突
如其来的挫败，郎平第二次执教中国队的故事
结尾令人遗憾，但这丝毫不会改变她作为世界
排坛传奇教练的伟大。在8年多的时间里，郎
平将陷入低谷和动荡的中国女排带回世界一
流强队行列，夺得奥运会、世界杯、大冠军杯等
4座世界大赛冠军奖杯和世锦赛银牌、铜牌，这
样的战绩足够辉煌。8年之中，填补了自己作
为主教练没有三大赛冠军的空白，成为历史上
以球员和主教练身份均夺得奥运会排球金牌
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女排历史上的第三个

“黄金时代”，这样的成就令人钦佩。
比金牌和胜利更珍贵的，是郎平对于排球

始终如一的执着和热爱。尽管在首次执教中
国队时留下了无缘奥运金牌、因病去职的遗
憾，尽管她深知中国女排主教练这个位置的巨
大压力，郎平仍然在队伍需要时义无反顾地回
归，并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在“五连冠”时代的伙伴们大都功
成身退的时候，她依然日复一日、亲力亲为，奋斗在训练场和执
教第一线，牺牲了许多陪伴家人、孝敬老人的时光。从运动员到
教练员，这份对排球的无限执着和热爱是她取得成功的关键要
素。也正是像郎平这样的许许多多排球人的执着和热爱，让中
国女排这4个字熠熠生辉、闪闪发光，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一场比
赛、一次奥运会的得失成败。

除了成绩和热爱，郎平在第二次担任主教练的这8年多时间
里还为中国女排留下了新的宝贵财富。作为一位具有中国经验、
国际视野的世界名帅，郎平所倡导的复合型团队、大国家队的执
教方式符合世界排坛的发展趋势，也培养出了朱婷、袁心玥、张常
宁、李盈莹等一批优秀的年轻球员。中国女排在过去两个奥运周
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郎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执教理
念和方式，对此我们不应因为一次比赛的失利而予以否定。

诚然，郎平并非完人，更不是神。东京奥运会的失利需要认
真思考和总结，从东京奥运会周期新人培养速度的减缓，到对朱
婷伤势恶化的应变不足，再到冠军团队在巨大荣誉和商业利益

“包夹”下的内部管理挑战，值得探讨的话题很多。不过，这些并
不能否认郎平取得的成就和功绩。

败亦英雄。郎平两次执教国家队的经历在中国女排历史上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奥运会的失利固然令人遗憾，但
郎平、她的团队和女排姑娘们带给我们的那一座座实至名归的
奖杯、一场场激动人心的胜利、一个个无与伦比的美妙瞬间更令
人难以忘怀。在离别之际，我们应当向郎导致谢、致敬！

如果说当英雄被光环笼罩时我们很难完全看清他们的真实
面目，那么当他们遇到挫折和失败时恰恰是我们平视他们、了解
他们的绝佳机会。平凡如你我，也许难以建功立业，但谁不需要
面对成败得失？英雄如镜，从他们身上可以照见我们的过去和
未来。让我们为或许真的要迈入退休生涯的郎导送上诚挚的祝
福，把思考留给自己。 （新华社杭州9月1日电）

住在国足的多哈驻地酒店，记者每
天会有大量时间，通过房间落地窗，来
打量这座海湾城市市中心的繁华。作
为中国队代表团一员，记者与外界的联
系，也几乎仅限于此。身处繁华之中，
却在繁华之外。

根据卡塔尔有关部门制定的“防疫
气泡”，中国队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
在酒店、训练场以及比赛场地。代表团
到达后，首先在房间隔离 24小时，等待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后方可在限定区域
内活动；酒店隔出单独的楼层、电梯和
出入通道供中国队使用；球队前往训练
场则要提前报备由警车开道，按计划路
线行驶。

有小道消息称，酒店门口有便衣警
察蹲守，监督是否有人违规出入，违规
者将被驱逐出赛区。当然这事难以证
实，也希望不会被证实。

“气泡”内，也有精心设计。代表
团每一层的公共间设置了生活用品更

换区、垃圾区、洗衣区，只需将更换的物
品放置在指定位置，由工作人员乘专用
电梯定时清理，避免进入房间。各公共
区域都放置了防疫物品，以便随时取
用。代表团的每位成员都配备了家用
消毒喷枪，用于房间内清洁。

“取回来的衣服别忘了先用喷枪消
一下毒。”代表团防疫负责人戚军提醒
记者。

出行时则要按要求佩戴面罩、N95
口罩和橡胶手套，只有进入训练场确认
环境安全后，才能降低防疫标准。记者
发现，不管工作内容是否与训练直接相
关，大家都很愿意前往训练场，因为这

几乎是唯一的“放风”机会。
实际上，所有可能与中国队成员接

触的司机、酒店工作人员等，都已经在
酒店进行封闭管理，但防疫组还是在尽
可能减少直接接触。每三天一次的集
体核酸检测，服务人员们都会被安排在
单独的地点取样。

对于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领导的
12强赛前方工作团队而言，在某种意义
上，确保防疫安全的重要程度，甚至要
超越比赛成绩本身。对于中国队本次
12 强赛目标，中国足协也是将“防疫零
感染”放在了首位。

“制定严格的防疫制度，就是为了

保证每个人都能平安回国。”来到多哈
第一天，工作组与随队记者专门就此事
进行了沟通。

由于 10月和 11月主场比赛是否能
回到国内举办尚无定论，中国队可能要
在境外训练和比赛多达三个月之久，期
间还会进行多次国际旅行。无论是时
间跨度，还是局面复杂程度，防疫难度
都远超以往，几无借鉴先例。戚军介
绍，代表团共携带了 61箱防疫物资，按
照最困难的局面做了准备。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正如球队
主教练李铁所说，“一切的安排都是最
好的安排。国家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就
是要把事情做好。”

在排队做核酸检测时，一名国家队
工作人员还在兴冲冲地跟随队中餐厨
师讨论，如何给球员们准备面点盲盒，
增加新鲜感。

虽在繁华之外，也可乐在其中。
（新华社多哈电）

8月31日，德约科维奇在比赛中回球。
当日，在 2021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比赛中，塞尔维

亚选手德约科维奇以3∶1战胜丹麦选手鲁内，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月
31日电（记者赵焱、陈威华）
随着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
效力的内马尔和马基尼奥斯
31日抵达巴西圣保罗，将参
加 9月三场世界杯预选赛的
巴西队成员全员到齐。

巴西队将在 9 月 2 日、5
日和 9 日分别对战智利、阿
根廷和秘鲁，其中与智利的
比赛为客场，其余两场为主
场。

在主教练蒂特召集的队
员中，守门员阿利松、后卫蒂
亚戈·席尔瓦、前锋热苏斯等

9名在英格兰俱乐部效力的
球员无法回国参赛，此外在
葡萄牙踢球的马特乌斯·努
内斯也因为如果离开葡萄牙
返回时将面临 14 天隔离而
没有报到。

31日下午，主教练蒂特
在科林蒂安俱乐部的训练基
地带领现有的全体国家队成
员训练，球员们将在这里训
练至9月1日上午，下午前往
智利。

巴西队目前在世预赛南
美区的比赛中6战全胜积18
分排在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