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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赛前4个月临阵换帅外
加并不算突出的实力，中国男足无
缘奥运倒可谓是意料之中。小组
赛首场比赛，国奥队在比赛最后时
刻丢球，0:1憾负韩国队，次战则是
0:2完败于乌兹别克斯坦，国奥在
小组赛还有一场的情况下两连败
提前出局。

虽然外界对这届队伍的预期并
不大，但就过程而言，还是有些许遗
憾的成分在其中。首战面对韩国，
国奥队打出了气势，拼劲十足且打
法务实有效，只可惜距离比赛结束
仅有40秒时被对手攻入一球功亏
一篑。在失去一分后，供国奥小组
出线的余地骤减，次战乌兹别克斯
坦必须保证自身不输球才能延续希
望。

但在次战中，中国国奥仿佛被

“打回原形”一般，场面、数据全面处
于劣势。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半分
钟时，国奥队禁区内犯规，对手主罚
点球命中。主打防守反击的国奥队
先丢球，也意味着比赛已经输了一大
半。下半时魏震又一次防守失误让
对手再入一球，纵使门将陈威高接低
挡，纵使场面渐有起色，国奥最终还
是难逃小组赛出局的结果。

连续在最后节点丢球、头号射手
张玉宁赛中受伤……运气不佳确实
是如今出局的原因之一，但同样的机
会韩国队能在最后时刻的重压之下
把握住，而国奥队却在赛中多次错失
类似机会，恐怕不仅仅是运气不佳这
么简单。国奥在热身赛中就暴露出
把握机会能力不强、关键传球不准等
问题。所以看似只差“一点点”，其实
皆是实力不济使然。

运气不佳？
实则还是国奥队实力不济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这是2019年在网络上极其流
行的一句话，用来表达疑惑之情，此时此刻用来形容中国男
子“三大球”无疑再贴合不过。

12日晚，中国男足和男排在不到两个小时内接连宣告
无缘东京奥运会，加上此前中国男篮未能在本土世界杯拿到
直接出线名额，落选赛冲奥只有理论成功可能，关注度极高
的中国男子三大球项目，恐将面临1984年新中国参加洛杉
矶奥运会以来，首次集体无缘的尴尬局面。如此糟糕境况在
让人痛心之余，也不由得引人深思。

与奥运会上有过奖牌经历的
女子三大球相比，男子三大球确实
显得十分惨淡。但相比前者，男子
三大球中尤其在男足、男篮领域所
面临的竞争更大。通俗的说，两者
的“游戏难度”并不一致，后者想取
得好成绩的难度更大。在世界女
足商业化不断加深、国内女足年轻
球员也面临青黄不接的双重背景
下，近年来中国女足下滑趋势愈加
明显。当“游戏难度”增加之后，曾
经引以为傲的“铿锵玫瑰”似乎也
显得越来越难以招架。

而一向被贴以“差生”标签的
中国男足，在本届奥预赛上不可谓
不拼，头号射手张玉宁在赛中更是
拼到骨裂。但拼搏过后，国奥的结
果依然是一场憾负和一场完败，提
前无缘东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层
面，努力能弥补一定的实力差距，但
成绩好坏终究还是由实力决定。一
次次的“差一点”和关键时刻的致命
失误，皆是源于实力欠缺。

在近期接受国内媒体采访
时，中国足球运动员郜林曾谈到
了高收入与中国足球成绩不对等
的话题，他坦言，有时自己也很无
奈。只能说得到的这些金钱是努

力的结果，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得
到了夸张的待遇和关注，但这不是
队员的错。如果中国有1000个郑
智，10000个郜林，那郜林就不值一
钱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幸运的；
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悲哀的。

话虽直白，但郜林却也道出了
中国足球人才不足的现状。中国足
球一直是外界吐槽、谩骂的核心，但
在恨其不争的背后，真正愿意投身
足球、愿意把孩子送上球场的家长
又有多少？此前记者曾实地走进校
园足球，有基层足球教练员在采访
时透露，曾带过几个足球天赋非常
好的孩子，但在学习成绩出现下滑
之后，家长在老师施压下决定不让
孩子继续踢球。

所以，当中国足球多年未有孙
继海、范志毅、郝海东等让人眼前一
亮球员涌现，还要靠39岁的郑智征
战亚洲杯；当中国男篮姚明、王治郅
式的球员再难涌现，世界杯上32岁
的易建联独木难支之时，都是在为
以往培养人才过程中的“欠债”埋
单，这种欠债既有青训层面的不科
学，也有教育层面对于体育的忽视。

在2019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
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推动

“三大球”振兴发展成为2020年的
工作部署之一。近年来各足球俱乐

部的青训、校园足球也出现向好
势头。云南更是将中考体育
考试提升至100分。在三
大球遭遇发展困境之时，
确实需要一定的举措来
破局。但在艰难破局和
辛勤耕耘、等待开花结
果的过程中，也许还需

“耐得住寂寞”。
(卞立群)

究其原因？
教育层面对于体育的忽视

与男足同样只差“一点点”的
还有中国男排，在亚洲区奥运资格
赛上，小组赛阶段男排首战3:0哈
萨克斯坦，次战 3:2 逆转中国台
北，末战0:3不敌伊朗，半决赛中
男排3:1战胜卡塔尔。但在最终决
赛中，中国男排再度以0:3不敌伊
朗，未能获得最终的奥运入场券。

中国男排只有过两次征战奥运
会的经历。1984年，虽然中国男排
成功晋级奥运会，但冲奥过程可谓
一波三折，他们在落选赛手握赛点
情况下被保加利亚逆转，最终凭借
其他国家退赛后的递补资格参赛。
此后，中国男排多次上演溃败和只
差“一点点”的剧情，只有2008年以
东道主身份参赛，其余冲奥之路皆
以失败告终。

相比于关注度不高的中国男
排以及成绩不佳的中国男足而

言，中国男篮可谓是男子三大球的
门面，1984年至 2016年，每一届奥
运会都有着中国男篮的身影。开幕
式旗手由男篮队员担任，也足以见
得分量之重。但在 2019 年主场作
战的男篮世界杯上，中国男篮只获
得2胜3负，未能以成绩最好的亚洲
球队身份获得直通东京奥运的资
格。

在奥运会男篮落选赛抽签分组
中，中国男篮与希腊、加拿大身处死
亡之组，同区对手还有乌拉圭、捷克
和土耳其。按照赛制，每个小组的3
支球队间进行循环赛，小组前两名进
入赛区淘汰赛，最终每个赛区的第一
名将获得东京奥运会的资格，中国男
篮想以此获得奥运门票，几乎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男子三大
球项目集体无缘东京奥运会，将会是
一件大概率事件。

“门面”没了！
男子三大球恐将集体无缘

新华社伦敦1月12日电 中国
头号斯诺克球手丁俊晖未能将一
个多月前夺得英锦赛冠军的火热
状态带到伦敦，12日在大师赛首轮
中3:6不敌佩里，告别这一世界16
强球员参加的重量级邀请赛。

丁俊晖以世界第九的排名获得
大师赛参赛资格，首轮面对世界第
16的佩里。尽管让对手拿下首局，
但丁俊晖第二局以单杆135分清
台，显示出上佳手感。此后，佩里又
是两度领先，丁俊晖则两度追平，两
人以3:3进入中场休息。

重回球台，佩里以单杆93分赢
下第七局，这也是他当晚的单杆最
高分。随后两局丁俊晖上手都曾获
得机会，但并未把握住，佩里最终再
下两城将比分锁定在6:3。

丁俊晖赛后表示，自己比赛“后
半阶段精力有点不集中，有些球也
看不太清楚”，“因为有点着凉，所以
精神状态不好”。另外，他刚换了一
个新皮头，不是很适应，“球走不到
位，跟皮头也有关系”。当然，他还
是强调自己输球是因为有机会没把
握住，而对手发挥很好，桌上有球没

打完的时候总是对手最终完成清
台。

45岁的佩里坦言，中场休息来
得正是时候，因为他尽管开局感觉
良好，但随后就觉得有些挣扎。说
到丁俊晖，佩里表示：“很长时间以
来他都是世界最好的球手之一，当
他正在状态，比如英锦赛时，那他几
乎不可战胜。抽签遇到这样的对手
自然很困难，但如果他不小心打丢
一两球，你必须上手抓住机会。”

经历了两年多的排名赛冠军
荒，丁俊晖去年12月终于触底反
弹，第三次夺得斯诺克三大赛之一
的英锦赛桂冠。尽管此番又遭遇

“首轮游”，但32岁的丁俊晖并不沉
重。“以前打输以后看不到问题，不
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会明确很多，知
道自己输在什么地方，会接下来在
训练中刻意加强。很多问题都会出
现，但没关系，因为现在做什么都有
计划、有目标。”

接下来，丁俊晖将参加1月22
日至26日在奥地利进行的欧洲大
师赛。“希望能在比赛中过春节。”丁
俊晖说。

未能延续一个月前英锦赛的火热状态

丁俊晖大师赛上演“一轮游”

新华社莫斯科1月13日电 在
当地时间12日晚结束的WHL俄
罗斯女子冰球联赛全明星赛上，首
次入围WHL全明星的中国球员刘
智新表现出色，贡献了一次助攻，帮
助所在的东部明星队以4:1击败西
部明星队。此外，与她一同入围的
万科阳光队球员林妮打入一球送出
一助攻，林绮琪也贡献了一次助攻。

正在征战WHL联赛的深圳昆
仑鸿星万科阳光队共有六位选手入
选全明星东部队，其中齐雪婷、刘智
新两名中国球员是首次入选世界顶
级职业联赛全明星。另外四人分别
是华裔球员周嘉鹰、林妮、林绮琪和
美国外援卡彭特。

在全明星赛上，刘智新开场就
表现出色，一记大力抽射拉开了东
部队进攻的序幕。在比赛进行到49
分19秒时，刘智新一杆似传似射的

球形成威胁，帮助队友破门得分。
最终东部队以4:1击败西部队。

除了正赛之外，在表演环节万
科阳光队的球员们也表现出色，赢
得了观众们的掌声和喝彩声。

2019-2020赛季是深圳昆仑
鸿星万科阳光征战世界顶级女冰联
赛的第三个赛季。2017年昆仑鸿
星首次逐鹿国外联赛，刘智新就随
队出征，并拿下中国本土球员第一
分，三年职业征战，刘智新累计打进
7球，送出11次助攻。

目前，万科阳光在联赛积分榜
上以20战16胜4负积46分排名第
二，乌法队22战19胜3负积56分，
高居榜首。1月18日，万科阳光将
在深圳迎来最后四个主场，特别是
背靠背迎战卫冕冠军乌法队，这两
场比赛的胜负将直接决定常规赛排
名，从而影响季后赛对阵。

WHL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全明星赛

中国球员首次亮相便有上佳表现

新华社伦敦1月12日电 阿根
廷射手阿圭罗12日在英超赛场第
12次完成“帽子戏法”，帮助曼城
6:1大胜阿斯顿维拉。曾牢坐榜尾
的沃特福德客场3:0完胜伯恩茅
斯，本赛季首次逃离降级区。

曼城做客维拉公园球场，马赫
雷斯率先发威。第 18和第 24分
钟，这位阿尔及利亚射手两度建
功，助曼城两球领先。此后，阿圭
罗在禁区外送出“世界波”，将比分
改写为3:0。热苏斯半场结束前接
德布劳内的精准横传轻松破门，曼
城4: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

易边再战，阿圭罗先是接大卫·
席尔瓦的传球从左侧肋部杀入禁区
射门命中，将比分扩大为5:0，接着
又接马赫雷斯前场断球，直接面对
门将打近角完成“帽子戏法”。维拉
只是在终场补时阶段打入一记安慰
性的点球。

31岁的阿圭罗在255场英超
联赛中打入177球，超越258场比
赛打入175球的亨利，成为英超历
史进球最多的海外球员。曼城则以
2分优势反超莱斯特城，重回积分
榜第二的位置。距离少赛一场的

“领头羊”利物浦，卫冕冠军还有14
分之遥。

沃特福德3:0击败伯恩茅斯，
意味着本赛季当了许久“副班长”的
沃特福德第一次迈出降级区。尽管

只领先第18名维拉1分，但新帅皮
尔森带队成绩堪称惊艳，近6场比
赛4胜1平1负，唯一一场失利来自
利物浦。

不过，皮尔森并未沾沾自喜。
“还有那么多场比赛，如果现在就觉
得我们离开了降级区、已经大功告
成了，那可就太愚蠢了。这不是扭
转本赛季命运的一个结果。”

阿圭罗在英超赛场第12次“戴帽”

曼城狂胜阿斯顿维拉队

新华社罗马1月12日电 意大
利足球甲级联赛第19轮12日继续
进行，在罗马“老妇人”尤文图斯客
场2:1战胜“红狼”罗马，领先国米
2分，联赛赛程过半之际独霸榜首，
而罗马主力前锋扎尼奥洛则在本场
比赛中不幸受伤。

尤文仅用了3分钟就借一次任
意球的机会打破僵局，前锋迪巴拉
将球开至后点，后卫德米拉尔破门
得分。几分钟后，主队因门前疏忽
再失一球，罗马门将洛佩斯将球传
给韦勒图时，遭迪巴拉断下，韦勒图
禁区内回抢时撞倒迪巴拉，被判点
球，C罗主罚命中，扩大尤文领先优
势。第36分钟，主场落后的罗马再
遭重创，主力前锋扎尼奥洛带球突
破时跌倒受重伤离场。

下半时，罗马全线压上对尤文
发动猛攻，并在第68分钟收获成

效，在一次门前的混战中，尤文后卫
桑德罗手球送点，佩罗蒂为罗马主
罚命中，扳回一分。第79分钟，替
换迪巴拉上场的伊瓜因在反击中为
尤文再入一球，但因越位被判无
效。最终比分定格在2:1，虽然罗
马在全场数据上占先，但“老妇人”
显然以更有效率和更为精准的执行
力赢得了比赛。

赛后，罗马俱乐部确认前锋扎
尼奥洛遭受了右腿前十字韧带撕裂
以及半月板的伤情，并将于次日接
受手术，这意味着他将无法参加本
赛季余下的比赛。

当日另外几场比赛中，桑普多
利亚主场5:1大胜布雷西亚，夸利亚
雷拉打出双响。乌迪内斯主场3:0
战胜萨索洛，佛罗伦萨主场1:0战胜
斯帕尔，都灵主场1:0战胜博洛尼
亚，维罗纳主场2:1战胜热那亚。

C罗又有进球入账

“老妇人”仗毙“红狼”独霸意甲榜首

男足与男排不到两小时内接连宣告无缘东京奥运

中国男子三大球到底怎么了中国男子三大球到底怎么了？？

阿圭罗成英超进球最多的“外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中
国乒乓球队13日一早奔赴北京郊
区某军事体育训练中心，以144人
的庞大队伍开始为期一周的军
训。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
告诉记者，这次不仅国家一队、二
队的队员们，教练、队医乃至协会
工作人员等国乒相关人员全部参
与到军训当中。

“以前军训只军训运动员，但我
觉得教练员和协会人员都是国乒的
一部分，大家只不过分工不同。”刘
国梁说，“这是延续国乒好传统，通

过军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和团结精
神，也希望能通过军训让大家静下心
来思考，以最高、最严的标准，结合奥
运备战需要。”

按照国乒队的东京奥运会备战安
排，这个春节保持训练、全队无休，其
中除夕（24日）全天训练，初一半天训
练，初二上午便要结队出发，前往欧洲
参加德国公开赛。“我想，在奥运年的
时候，大家已经忘记了过年的感觉。”
刘国梁笑着说，“还有半年，打完东京
奥运会之后再补过春节吧。”

何以在奥运备战的紧要关头安

排军训？刘国梁有充足的考虑：
“正是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任务
非常重、挑战非常大，才特意把军
训放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通过向部
队学习，把军人的精神结合到备战
当中，再带到赛场之上，因为在大
赛当中，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比
技战术更重要。”

三天前刘国梁的生日也是在队
里过的，谈起奥运备战的紧张程度，
这位曾以教练身份陪伴国家队走过
四个奥运周期的国乒大当家说：“其
实奥运备战不仅仅是开赛前的一两

个月，而是整整四年的准备，循序渐
进的推进。如果四年都用一个节奏
备战，很难达到效果，这也是为什么
去年我们没有军训，而是通过一些
别的手段，比如说世乒赛夺五冠后
去南梁和延安，目的是在不同的阶
段加强不同的方面。而现在这个阶
段，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和凝聚力
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至于新年愿望，刘国梁笑称“大
家都知道吧”。“半年之后，希望大家
能够在东京看到一支更强大、更有
战斗力的中国乒乓球队。”他说。

国乒京郊“全员”军训

刘国梁：为备战奥运这个春节不放假

中国队以
0比3不敌伊朗
队，崔建军（右）
在 比 赛 中 扣
球。新华社发

中国男篮
冲击奥运会希
望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