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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晶晶 袁敏

今夜，注定无眠。中国女足时隔 16年后，重
回亚洲之巅！

从0∶2到 3∶2，女足姑娘们上演惊天
逆转，正如女足队员王霜所说，你可以
永远相信中国女足！

现任中国女足队员中，有两位
姑娘来自河南，分别是效力于河南
建业女足俱乐部、河南女足队球员
兼执行主教练的焦作姑娘娄佳惠，

效力于天津圣德女足的
洛阳姑娘、本届亚洲杯
MVP的王珊珊。

2月 6日，亚洲杯决赛当
天，记者和女足队长王珊珊的父

母家人、母校教练师生一起，见证
了这 16年来，中国女足重新站上

亚洲巅峰的一刻。
从上半场落后两球，到

第 72 分钟扳平比分，中国
女足的顽强让人动容。

伤停补时阶段，王
珊珊分球，肖
裕仪破门，中
国女足3∶2逆

转韩国女足，成功登顶
亚洲之巅！在这一刻，
中国的上空，欢呼、呐
喊声响彻云霄。围坐
在王珊珊小学母校校
园里的珊珊父母、教练
为女足姑娘们挥臂呐
喊，互相拥抱，学生们
一蹦几尺高！

赛后，看着女儿王珊珊被评为本届亚洲杯最有价
值球员，父亲王瑞金激动地表示，女儿的辛苦当父亲

的都知道，她受了那么多伤，付出了那么多汗水，
这一刻终于有了回报。等女儿回来，给她

做最爱吃的炒土豆丝和洛阳卤面！而
母亲周玉花更心疼的是女儿会不会太
累。“从电视里看着她可累，半决赛
时踢进最后那个球后，她都站不起
来了，捂着膝盖。当妈的心疼啊！”

作为中国女足的队长，王珊珊
一直都很忙碌，父母最近一次见到
她，还是去年 12月初，“回来三天就

走了。每年都是这样，一年回来一
次，三天到五天。回家之后也得训练体

能，她会去健身房，练两三个小时，在家也
训练。”父母虽然很心疼，但也知道，身为国家

队队员的女儿，要随时保证自身的竞技状态。他们能
做的，就是每当女儿回家时，给她做最喜欢吃的炒土
豆丝和正宗洛阳卤面，犒劳她一年的辛苦。

在父母、教练的眼中，王珊珊是一个“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的人，训练时偶尔爱偷懒，但她身体素质
好，是比赛型选手，“一上场就不弱，跑得快、体力好，
越到关键时刻越冷静，非常适合大赛。”王珊珊的启蒙
教练耿宏杰，对这个身体出色的弟子有着十分深刻的
印象，他介绍说，刚开始王珊珊是练排球的，学校组织
排球班级联赛，她代表班里比赛，上场 6个学生，她一
个人能打对方 6个，所有男孩子都比不过她。还有区
里运动会，长跑她也拿过奖，堪称体育全才。

在场上威风八面的王珊珊，在父母这儿，永远是
个长不大的孩子。最让父母揪心的是，女儿已经32岁
了，却还是单身。而父母一提到这事，王珊珊就说，天
天训练没时间谈恋爱。③7

上图 女足队长王珊珊。 新华社发 贾韦德·达
尔 摄

新华社孟买 2 月 6 日电（记者
赵旭 张亚东）超级逆转，盘终绝杀！
中国女足 6日在印度举行的 2022
年女足亚洲杯决赛中 3：2力克韩国
队，再次展现了顽强拼搏、永不放弃
的女足精神。

中国女足在半决赛就逆转了日
本队，决赛中她们再度上演逆转大
戏，而且更加惊险刺激——在上半场
两球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取胜。
“铿锵玫瑰”的惊天大逆转，让中国女
足第九次夺得了亚洲杯冠军，这也是
她们时隔16年再次站上亚洲之巅。

中国女足本届亚洲杯历程堪称
完美，在小组赛阶段共打进 11个进
球且均零封对手，而后的四分之一决
赛和半决赛又连续上演逆转好戏。
特别是在半决赛面对老对手日本队，
女足姑娘们与对手鏖战 120 分钟，
最终通过点球获胜。

亚足联赛后颁奖也再次证明了
中国队在本届杯赛中的出色表现。
朱钰获得“金手套奖”，攻防俱佳的王
珊珊荣膺“最佳球员”。

超级大逆转！
16年后
“铿锵玫瑰”
再登亚洲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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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评谈
第三回

“简直不敢相信，在家数了一遍又
一遍，确定是五个零，激动得我一夜没
睡着，早上起来赶紧来体彩中心兑奖
了。”1月 17日一大早，漯河体彩分中
心兑奖室来了一位大娘，领走了顶呱
刮“虎虎生威”50万元大奖。

据中奖者王大娘（化名）介绍，孙
子刚刚放寒假，还得了一张奖状。大
娘非常高兴，出门买菜准备给孙子做
好吃的。路过召陵区4111040610体
彩实体店，顺手买了四张“虎虎生
威”。回到家之后，刮到第三张竟刮出
了50万大奖。

“你们不知道我查了多少遍后面
那几个零，不敢相信真是 50万，是孙
子给我带来的福气啊。”办完兑奖手续
后，王大娘激动地说，“这个奖金对我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得好好规
划规划，改善改善生活。” （彩文）

本报北京讯（特派记者 黄晖）北京
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的资
格赛，将于2月7日13:30在首钢滑雪大
跳台展开，河南选手何金博将登上大跳
台，在4名河南奥运选手中率先亮相。

2005年出生的何金博来自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2018年 8月，在登封延鲁
武校习武5年的何金博通过跨界跨项选
材入选国家集训队。2021年 10月，何
金博在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
技巧积分赛马德里站比赛中夺得男子

组季军，随后，他在训练中首次完成倒
滑 Double Cork1800（倒滑空翻两周
转体1800），成为首个做出双板1800度
动作的中国选手。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动作观赏性
强，并且极富视觉冲击力，是北京冬奥会7
个新增设项目之一。比赛时，选手从起滑
台起滑，在助滑道上获得高速度并从跳
台末端飞出，完成跳跃翻转、展现飞行美
感，最后落在山坡上。裁判员根据运动
员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完美情况来评分。

由于大跳台几乎就是坡面障碍技
巧项目在跳台区的“放大版”，因此，大
部分运动员都会兼项练习。2022年北
京冬奥会资格获取时这两个项目的冬
奥积分合并排名，所有大跳台项目的运
动员都将同时参加坡面障碍技巧项目，
何金博也是如此，所以大跳台只是他参
加的第一个项目。

2月 7日 13:30至 15:00，自由式滑
雪男子大跳台项目将连续进行3轮资格
赛，3轮决赛将在2月9日进行。8

运动员解说“有前途”
王“濛主”名句赢点赞

□本报特派记者 黄晖

中国短道速滑队火了，因为在北京
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接力项目中夺冠
了。还有一个人因为解说比赛也火了，
王濛，冬奥会短道速滑4金得主，网友昵
称“濛主”。

先欣赏一下王濛解说“名句集锦”，
中国队半决赛遭遇波折，她提供专业视
角：“美国那个，不应该出现在滑行跑道
上，你是接棒人员！”果然，美国队和俄罗
斯奥委会代表队因犯规被取消成绩。决
赛中，中国队冲过终点，她淡定总结道：

“不用看回放了，中国队赢了。我的眼睛
就是尺，千分之一秒我都能看出来。”

专业十足、个性十足、地气接足的王
濛，不但让我们欣赏到了被网友誉为“自

春节联欢晚会以来最好的语言类节目”，
赢得众多点赞，也为我们认识运动员提供
了另外一个维度，看到了另外一些可能。

主播搭配退役知名运动员，早已是
赛事转播的“国际惯例”。拿网球运动来
说，四大满贯一开赛，不但能云集全球顶
尖选手，还能聚起众多退役名宿，干吗？
各家机构转播顾问！但在国内，除了足
球、篮球、拳击等少数几个项目，其他赛
事转播鲜见优秀运动员的身影，其原因
虽然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但“表达
方式”的问题绝对不容忽视，连运动员加
盟解说都要操起中规中矩的“播音语
言”，不但削弱了“专业角色”自由表达的
魅力，最终也限制了优秀运动员参与的
空间，到头来直播间里就剩下一群“名
嘴”。

王濛解说刷屏，不但说明运动员当
解说“可以这样”，更可以理解为这种不
一样的解说得到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认
可。

也许您会说，如此解说走红，是来自
东北的王濛凭着个性成就的“个案”。其
实不然，“解说员王濛”的出现应该说是
一种必然。

日益开放的社会和日新月异的技
术，造就了勇于尝试、敢于表达、无惧个
性张扬并拥有共同时代语言的年轻“新
人类”甚至“新新人类”。运动员也不例
外，新一代运动员在面对媒体和公众的
时候，同样展现出更多的灵活和个性。
而且，常年的赛场历练，让他们中很多人
自信、乐观、有趣。从杨倩到张雨霏，从
奥运会到全运会，我们已经领略了他们
的风采。他们中间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

“王濛”，而且一定各有特色，绝不会重样
儿。由他们展现给公众的体育，也必定
会更加立体饱满、有血有肉，更容易被了
解和喜爱。

我们，也不要再限制自己的想象，一
门心思只把退役运动员当教练员、体育
老师了。他们能做的事，多着呢！8

何金博今日亮相首钢大跳台

买菜路上，
漯河大娘喜获
50万大奖本报北京讯（特派记者 黄晖）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项目循环赛
2月 6日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
再战两轮，中国组合凌智和范苏圆
遭遇连败，已经无缘半决赛。

当天上午，中国组合率先迎
战世锦赛冠军英国队，战至最后

一刻方以 5∶6遗憾告负。下午再
战，面对目前保持不败的本届赛
事最大“黑马”意大利队，中国队
全场都没什么好的机会，最终以
4∶8再负一场。至此，8场比赛过
后，中国组合 2胜 6负，已经无缘
半决赛。

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混双循
环赛 2 月 2 日展开，中国组合
在前两轮连克瑞士队、澳大利
亚队之后即遭遇连败。

2月 7日上午，中国队将对
阵循环赛最后一个对手捷克
队。8

中国冰壶混双无缘半决赛

新华社记者 孟永民 摄

“点球”绝杀
中国女冰晋级有望

首节落后、末节扳平、“点球”绝
杀！中国女冰在 2月 6日的北京冬奥
会女子冰球小组赛中 2比 1力克日本
队，目前3战 2胜的中国队晋级八强在
望。

越野滑雪男子双追逐比赛——▶
2月 6日，获得冠军的俄罗斯奥委会选手亚历山大·博利舒诺夫（右）和获得

季军的芬兰选手伊沃·尼斯卡宁在比赛中展开激烈角逐。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2 月 6 日，在北
京国家游泳中心“冰
立方”举行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冰壶
混双循环赛比赛中，
中国队以 4 比 8 不
敌意大利队。新华
社记者 刘续 摄

亚洲杯MVP 她来自河南

▶2月 6日，中国队球员在夺冠
后庆祝。新华社发 贾韦德·达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