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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练郎平
!"

日中午在北京首都体育

馆再次成为奇迹制造者! 她率领美国队以

#$%

战胜古巴队!朝着该队历史上第一个奥

运会冠军的目标迈进"

今年
&

月
""

日!美国女排在世界女排

大奖赛总决赛中
!$#

负于古巴队 #

'

月
""

日!美国队在北京奥运会小组赛中
%$#

再

次不敌古巴队"但是!在
!"

日进行的奥运

会女排半决赛中!美国队完全抑制住了对

手!古巴队输得没有一点脾气" 这是美国

女排自
"(')

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首次打

入奥运会决赛!在那届奥运会上获得的银

牌也是该队此前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在
#$%

击败古巴队进入北京奥运会决

赛之后! 美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现出空前强

烈的夺冠欲望" 大将汤姆和汉尼弗均表示!

她们的目标就是金牌"

拿下
""

分的主攻手汤姆说$%金牌是

我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幸运的美国姑娘

们是坚强的" &美国队当场比赛得分最高的

汉尼弗说$%过去
)

年来我们的梦想就是实

现在奥运会上没有实现过的目标'((夺取

金牌" 经过明天的训练!我们会以最好的状

态出现在后天的决赛当中!为金牌而战" &

老将阿莫)桑托斯则稍微含蓄一点" 她

说$%银牌不错! 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

拿金牌呢* &

郎平说$%先让我好好享受这几分钟的

快乐吧!晚上再去想决赛的事情+ &但是!同

时郎平也表示!比赛还没有完!美国队还要

继续努力" 在她看来!现在美国队员们的状

态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自信"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女排卫冕梦碎

本报北京专电 ,记者孟向东 李

悦-尽管实力和今年的战绩与对手有较大

差距! 记者还是抱着较大的希望去看中.

巴之战! 希望她们能借主场之利创造奇

迹!结果女排让人失望"

从打法看!中国和巴西走的是同一

个路子!就是依靠快速.全面.多变的打

法战胜对手" 经过多年的锤炼!巴西队

的快攻体系日臻完善!

!

号位快球的速

度甚至比中国队还快 !点更高 !下手也

更狠 " 小球串联技术也不在中国队之

下!其发挥不稳定 .起伏较大的毛病也

有了较大改观" 更重要的是!她们比同

样全面的中国队更多了一记杀手锏!那

就是强攻" 在一传被破坏.快攻体系打

不出来的情况下!她们多次利用调整进

攻.后排进攻突破中国队的防守 !而中

国队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不无攻过网!要

不被拦死或者被对方形成有效拦网进而

反攻"全场拦网和发球两项!巴西的得分

两倍于中国!扣球也比中国队多
"

分!而

一向居高不下的失误只比中国队多
!

分!这样中国队焉能不败*

从上届奥运会以后! 尽管陈忠和多

次口头上要进行女排的年轻化! 但一直

没有大的步骤!始终只是小修小补!现在

依靠的还是上届的班底! 吃的还是原来

的老本! 尤其是主攻不力的弱点始终没

有大的改观! 对付日益全面的欧美强队

越来越吃力"本届奥运会后!大部分的老

将都将离队! 中国女排的重建也不得不

开始了!因为老本已经吃完!再不拿出点

新东西!只会像
"((!

年兵败巴塞罗那那

样!被世界潮流愈甩愈远"

!#

本报北京专电 ,记者孟向东 李

悦-昨天中午和晚上!奥运会女排进行

了两场半决赛 ! 在美国队率先战胜

古巴队进入决赛后 ! 很多观众都期

望中国女排也能战胜巴西队 ! 和美

国女排在决赛中再来一次 %和平大

战 &" 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 $晚

上!中国队在首都体育馆以
$$!

不敌

巴西队 !卫冕梦碎 !二度 %和平大战 &

也成了泡影"

中国女排昨天其实输在第一局"

虽说实力上与对手稍有差距! 但第一

局中国队还是拼得很凶的! 并且接连

拿到两个局点!但在
#%$#!

和
#&$#%

都

没有拿下!反而被对方战成
#&

平后一

次拦网!一次反击反败为胜"第一局的

失利使中国女排丧失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局开始后所有的弱点暴露无遗!

尤其是强攻中的实力与对手更是差了

一个档次! 在一传不到位组织不了战

术球的情况下很难靠强攻打开局面"

勉强支撑到
#$

平以后! 连续失分!最

后以一个发球失误
## $#&

输掉第二

局"第
!

局中国队已经没有了士气!开

局就大比分落后!以后无论如何追赶!

比分差距也总在五六分左右! 当对方

上了
#$

分以后! 中国队兵败如山倒!

以
'%$#&

输掉整场比赛! 巴西队则延

续着一局未失的佳绩"

后天 !巴西将和美国争夺冠军 !

中国则和小组赛的老对手古巴争夺

铜牌"

!#

!"中国第 枚金牌

!! !!

!!

本报北京专电
(

记者 李

悦 孟向东 -

')

分 !

'*

分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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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昨天!水立

方轰动了" 陈若琳从水里爬上

来!看看自己
%%,-,$

的总分!哭

了0 任少芬教练紧紧抱住她!也

哭了0 中国队丢失了
.#

年的女

子
.*

米跳台金牌终于拿回来

了0 跳水队领队周继红抱住陈

若琳左亲右亲! 哭得是稀里哗

啦! 因为她知道这枚金牌有多

么珍贵!得来是多么不易"

陈若琳笑了!%比赛中我不

看别人!我只想我自己的动作!

跟我自己比" 而且我并不知道

第四跳我是落后的! 因为我的

习惯是比赛没结束前! 我从不

看记分牌" &她不知道是!水池

边的任少芬教练吓得已经脸色

苍白!%那时候真的很紧张!但

在队员面前又不能表现出来!

还得若无其事地跟她说!1你要

像平时一样去跳最后一跳" 2&

其实在观众席上还坐着陈若琳

的启蒙教练高峰! 他形容当时

自己的感受是$%紧张得浑身都

起鸡皮疙瘩! 但那个时候我依

然非常相信她+ &

!#

陈若琳 !!米跳台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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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

悦 孟向东-在今年
%

月底
&

月

初的国际泳联大奖赛墨西哥站

和加拿大站的比赛中!陈若琳

和王鑫接连失手+相对于王鑫!

陈若琳的发挥更为失常+当时!

国家跳水队没有公布具体原

因! 谁也不知道陈若琳其实是

因为背部受伤+

陈若琳的奶奶陈桂英告诉

记者$%小琳琳告诉我 !她在墨

西哥那一站比赛前就伤了 !

队医在按摩的时候手法又重

了点 ! 结果睡一觉起来就发

现不行了 ! 但她还是带伤连

续参加了两站比赛+ &国家队

封锁了陈若琳受伤的消息 !

但跳水队的当家人周继红却

非常着急 + 临时换人有些冒

险 ! 不换又怕再次失去女子

跳台这块金牌+

在这样的情急时刻!江苏

省体育局的领导等陈若琳一回

国! 他们就立即去了北京 !请

专家给陈若琳做了个全面的

身体检查+ 会诊之后!专家表

示 !陈若琳的伤其实是老伤 !

只是骨头周围有些发炎 !治

疗加休息将无大碍+ 于是!陈

若琳放弃了英国站的比赛 +

休养一番后 ! 她在
&

月中旬

的南京跳水比赛上 再 次 夺

魁+ 这时!周继红悬着的一颗

心才放了下来+

!#

奥运前受伤吓坏教练

本报北京专电 ,记者 孟

向东 李悦- 昨晚
0

北京奥运会

男子现代五项赛结束!中国选

手钱震华获得第四名+ 虽然与

奖牌擦肩而过!但钱震华创下

中国选手在奥运会现代五项

中的最好成绩+

最后一项
!$$$

米越野跑

鸣枪前!钱震华在射击.击剑.

游泳和马术这四个项目的比

赛表现非常不错 ! 他以总分

%&!#

分排在第二位!非常有希

望冲击金牌+ 只可惜!钱震华

在
!$$$

米越野跑发挥不佳 !

最终以总成绩
&&.1

分的成绩

获得第四!无缘奖牌+

卫冕冠军俄罗斯名将安

德烈)莫伊谢耶夫最终以
&1!#

分的总成绩获得金牌!两位立

陶宛选手埃德维纳斯)克伦戈

尔恰斯和安德烈尤斯)扎德尼普

罗夫斯基斯分获银牌和铜牌+

现代五项涉及射击 .击

剑.游泳.马术.跑步五个项目

的比赛+

&

个项目赛后分别产

生一个分数!最后将各单项所

得分相加后!按总分高低排列

名次+ 虽然在亚洲!中国队的

现代五项成绩位居前列!然而

这个项目的强手多分布于欧洲

各国!中国队较欧洲强队之间

的差距还不小+

#2

岁的钱震华 ! 是目前

中国现代五项的领军人物!他

在
#**&

年波兰世界锦标赛上

获得了冠军!而这也是亚洲选

手第一次获得现代五项的世

界冠军+

!#

男子现代五项赛

钱震华第四创历史最佳

本报北京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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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

悦 孟向东- 一枚女子双人
"%

米跳台金牌! 一枚女子单人
"%

米跳台金牌!

.1

岁的陈若琳在北

京奥运会上收获颇丰+ 昨天站在

领奖台上! 小丫笑得异常开心!

这一刻是她
"

年前梦寐以求的+

"

年前!陈若琳只有
"

岁!

但那时!她已经立下了%长大要

当奥运冠军&的志向+陈若琳的

奶奶介绍说! 当时琳琳还在南

京少体校! 有位扬州小姐妹王

小倩因为眼睛不好就回老家读

书了!在一次通信中她问琳琳$

%长大了想干什么啊*&%琳琳回

答说!1我要当奥运冠军+ 2&陈

若琳的奶奶陈桂英笑着给记者

描述说!%我们当时说她!1你这

个小孩子脸皮厚不厚啊! 这口

气也太大了吧+2她就说!1你们

别笑!这是我的理想+ 2&

据陈桂英说! 当初王小倩

%你好好练!我好好学习&的话依

然记在若琳的心里!现在!王小

倩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所以!若

琳也不想失言+ %多哈亚运会和

墨尔本世锦赛上!琳琳单人项目

都只拿了块银牌!你看她在台上

领奖时还笑嘻嘻的!可是后来她

打电话回家时哭了+小姐妹能够

兑现诺言!她当然也绝对不愿意

认输的+ &陈桂英说+

!#

"岁就立志当奥运冠军

中国女排在第二场半决赛中以

*$!

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队无缘

决赛+ 赛后陈忠和接受了专访+

问#可能确实我们实力跟巴西队

有一定的差距!

陈忠和# 我倒是不这样认为!但

是从今天整个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

糟糕的+ 从目前队伍来看很不稳定!

其实在事先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次

比赛可能会打到什么样+ 因为它不稳

定 !也许哪一天打出状态来了 !也许

哪一天打不出来了!攻防之间也不稳

定+ 另一方面!有几个年轻队员发挥

时好时坏 !所以比较脆弱 !对方攻击

一下或者关键的时候拿不下来就会

产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东西发挥不

出来+

问 # 前两局体现了一种拼搏精

神"大家拼得很凶#

陈忠和# 到关键的时候太想拿分

了!动作有点僵+我预计到了!今天在前

两局打成
.

比
.

还有希望!前面拿不住!

特别在前面两局丢掉后!队员情绪有点

失控!再到后面精神就有点垮掉了+

问#我们没能进入决赛"但还有三

四名"还能拿到奖牌"后面怎么做!

陈忠和#奖牌非常重要!我们一定

要去拼!要去搏!我想将来最主要还是

要做好她们的工作! 也许我们的期望

值很高+没有打进决赛!后面工作一定

要做好!打古巴难度也非常大!我们想

办法做好后面的事情+

问# 其实大家最想看到中国女排

的拼搏精神"这是中国女排一个终点"

也是中国女排一个起点#

陈忠和#这方面我们一定强化!一

定要做到! 至于后面的事情打完了再

考虑+

!#

$王文%

河南日报!奥运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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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奥 华华章章韵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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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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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女排的老本终于吃完了

郎平导演奇迹
美国剑指金牌

陈忠和!赛前预计到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