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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专电 !记者 李

悦 孟向东"有这样一种比赛#

它有最性感的参赛者$最自然

的场地$最放松的观众 $最随

意的气氛和最火辣的服装 #

它就是沙滩排球 % 这项运动

是竞技性 $艺术性 $观赏性和

趣味性的完美统一 # 被誉为

&

!"

世纪最杰出的运动'%

中国沙滩排球正式起步

于
!""#

年#从
$%%%

年悉尼奥

运会首次参赛获得第
!"

名 #

到雅典奥运会憾别八强 #再

到北京奥运会获得两枚 奖

牌 # 是什么让中国在这项最
杰出的运动中完成了从零到

银牌的突破(

沙滩排球是怎样腾飞的

雅典奥运会前# 中国队也

曾制定了挺进八强的目标#但

最终只名列第
#

% 总结当时的

经验# 中国沙排队总教练缪志

红说# 中国队本来有实力实现

目标的# 但是要想突破首先要

过心理关# 否则就会出现大起

大落# 技术水平也不能在比赛

中完全展现出来%

昨天的决赛让缪志红最满

意的恰恰是心态)&她们抗住了

压力#创造了历史%像田佳
!

米

&'

的条件应该说不好#但就是

凭着豁出去的杀劲$ 拼劲才有

了今天的成绩%四名女队员中#

只有她有过两届奥运会的经

历# 其他三人都是第一次参加

奥运会# 最小的薛晨才
("

岁%

就怕她们心态失衡导致技术打

不出来%但从实战看#我们的所

有队员都经受住了考验% '

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

了一银一铜的成绩# 让缪志红

对下届奥运会充满期望)&看到

两面国旗同时升起来确实很激

动# 因为实力原因没能拿到金

牌稍微有点遗憾# 下一届伦敦

弥补吧% '

!$

只要是隔着网子的比赛#

中国人都很在行# 这是一句玩

笑# 但多少也反映了中国人在

技巧项目中的天分%隔网对抗类

项目中# 我国选手在奥运会上

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赞叹% 美

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沙滩排球

开展的历史较长# 已经拥有了

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雄厚的后备

力量# 加之运动员的职业化和

竞赛水平较高#一直是沙滩排球

的领跑者%但中国沙滩排球表现

出来的凶猛上升势头还是令人

惊叹#悉尼奥运会中国沙排首次

参加奥运会就获得了第
"#

名%

将中国队与获得雅典奥运

会沙滩排球比赛前
)

名的美国$

澳大利亚$巴西队的身高$体重$

年龄三项指标进行比较
*

可以看

出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员在身

高$体重指标上都略高于国外队

员#说明我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员

已经具备了世界优秀沙滩排球

队员的形态
+

身高$体重
,

基础%

高点起步 先天技巧蕴潜力

受比赛经费影响和传统

观念的束缚#很多中国运动队

的成绩提高更依赖训练#沙排

也不例外#训练时基本&窝'在

家里 % 排坛专家李耀先曾分

析)我国女运动员早就具备了

一定实力#整体水平也逐年上

升 # 但比赛经验不足是致命

伤#我们选手参加世界大赛要

比外国选手少一半以上%

为了让运动员真正进入

&沙滩王国'#去感受和学习最先

进的沙排技术% 中国姑娘一次次

走出国门#与世界高手过招% 以

$%%)

年为例#沙排国手全年仅参

加五六站比赛#从
$%%-

年开始#

中国沙排开始主动出击% 国手们

这两年年度比赛数量大幅度提

升#

$%%.

年几对主力选手均参加

了
(/

站比赛#即使与巴西$美国

等强国相比# 数量上也毫不逊

色%

$00&

年参加了所有国际比

赛# 北京奥运会前的
1)

站奥运

积分赛#中国队参加了
"$

站%

以赛代练 技术经验双成熟

三战奥运 心理稳定铸辉煌

本报北京专电 !记者 李

悦 孟向东" 朝阳公园沙排赛

场 #颁奖仪式正在进行 #两对

中国组合的总教练缪志红在

赛场外享受着场内的欢呼声%

&我们的任务就是进前八 #现

在能同时升起两面红旗 # 知

足了% '他兴奋地说%

!

&沙排在国外开

展已有七八十年历

史# 我们只有十多年

的时间#对我们来说#

强手很多% 但从内心

来说 # 还是想夺冠

的# 但人家实力毕竟

摆在那% '缪志红说)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

的心态# 实力相对接

近#排名也不错#冲上去还可以#

但对这样的大赛#我心里也没

有底#就是担心年轻队员的心

态失常 % 我们年轻队员多 #

老队员就田佳一个#不过最终

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

)

名队员中# 只有田佳一

个人参加过奥运会# 王洁$薛

晨和张希都是第一次参加

奥运会% &这一年多#我们的

投入力度很大#包括到美国

集训# 给了她们很多机会#

就 是 要 增 强 她 们 的 自 信

心% '缪志红说%

奥运会后#缪志红称#将

在十一运会后对国家队阵容

进行调整% &毕竟这个周期

里要面临一个全运会#她们

都得拆开回省队临时配对#

国家队的阵容要稳定下来

需要时间#而且沙排的选材

也很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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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沙排教练缪志红

获得银铜太知足了

本报北京专电
+

记者 李悦 孟

向东"尽管双方实力差距明显#可中国

队还是希望能出现一次意外% 然而#强

大的澳大利亚队拒绝冷门# 过程和结

果#都那么正常#正常地让中国球迷难

过%

-.%"0

#中国队输了
/)

分#无缘决

赛%

在当晚女排无缘决赛之后#女篮

是中国三大球项目中坚持到最后的

一支队伍#因此#很多人都来到现场

给她们加油%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

鹏与副局长段世杰$蔡振华来了#国

际篮联名誉主席程万琦来了# 总局

副局长肖天和男篮的队员们也来

了#王治郅$朱芳雨$王仕鹏#他们希

望女篮能更进一步# 让中国篮球在

这届奥运会上有个更好的收成%

但澳大利亚队没答应% 尽管她

们效力于
2345

的主力前锋泰勒缺

阵#但是中国队依旧在篮板和对抗上

处于完全劣势# 首节中国队还能以

((%(/

咬住比分# 但第二节澳大利亚

队的强悍防守让中国队失去了比赛

节奏# 陈楠和苗立杰被严密控制#前

者上半场
(

分没得#后者也只得到
-

分% 两大得分点火力消失#女篮在次

节只得到
&

分#这几乎锁定了败局%

半场结束#中国女篮落后
(.

分%

应该说第三节中国队拼的还算不错#

可分差还是扩大到
("

分#实际上#最

后一节已经失去意义#但中国队顽强

坚持着#直到比赛结束%她们尽力了#

&我们和对手有比较大的差距# 尤其

是篮板球#毕竟对手是一流强队% '陈

楠说%

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 美国队以

.&%-6

击败俄罗斯队#这样#中国队将与

俄罗斯队争夺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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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女篮无缘决赛

'

月
61

日# 中国女篮在奥运女篮

半决赛中以
-.

比
"%

负于
!$%.

世锦

赛冠军澳大利亚队无缘决赛#在铜牌争

夺战中女篮将面对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被美国队击败的雅典季军俄罗斯队%

输球之后的马赫露出了苦涩的

笑容# 随后他和澳大利亚主教练简*

斯特林握手#八年前的悉尼奥运会上

简*斯特林还是他的助理# 而现在他

就已经在赛场上击败了自己%

在输给自己的祖国之后#马赫如

释重负# 这场煎熬般的比赛终于结

束#尽管他一心希望可以带领中国女

篮战胜澳大利亚队#但是显然两支球

队的实力相差太大%

这仅仅是一场
)%

分钟的比赛#

对于马赫来说不会有太多比赛之外

的情绪夹杂在里面% 当然#马赫说这

种说法绝对是个玩笑%马赫曾经是澳

大利亚女篮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而

现在他的立场则是中国%

在
1"".

年的亚特兰大# 马赫带

领澳大利亚女篮获得铜牌#随后的悉

尼奥运会# 在招入了年轻的劳伦*杰

克逊之后#马赫率队获得了一枚奥运

会银牌%自从
6%%)

年之后#马赫一直

做中国女篮的主教练%

目前的女篮第一人劳伦*杰克逊

和世锦赛
789

潘妮*泰勒都是马赫

调入国家队的# 这次潘妮*泰勒没有

上场#但是杰克逊还是率领球队击败

了自己的恩师%

赛前#澳大利亚女篮说她们最害

怕中国女篮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马

赫% 但是比赛中#澳大利亚还是没有

给中国队一丝机会#从第二节比赛开

始分差被一点点地拉大%

&中国队才是我的球队% '马赫

说#&尽管我在澳大利亚有过很多伟

大的执教经历#但是现在我只希望中

国队获得胜利% '

尽管马赫非常想带领中国队杀

进决赛# 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成功%

和中国男篮的主教练尤纳斯未能带

领球队击败自己的祖国立陶宛一样#

马赫和尤纳斯以同样的结局收尾%

但是不同的是#中国女篮还有铜

牌争夺战#最后这场比赛马赫依然有

机会带领这支女篮创造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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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奥运专

电 十几天来#来自世界各国的三十

几名沙滩排球拉拉队员一直是北京

奥运会上一道靓丽风景% 而在
!"

日

创造历史地夺得一银一铜后# 田佳$

王洁 $薛晨 $张希四位女将的风头无

疑盖过她们#成为朝阳公园金色沙滩

上最具魅力的宝贝%

四个人中的大姐是田佳%

!&

岁的

解放军战士已经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但悉尼和雅典的最好成绩只是第
#

名%

"#

日当她和搭档战胜队友晋级决

赛时#田佳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说)&站

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一直是我的梦

想#现在梦想成真#我更能去享受沙排

的快乐了% '

尽管在决赛中不敌美国的金牌组

合沃尔什
'

梅*特雷纳# 但田佳已非常

满足# 她手捧着丈夫献上的鲜花说)

&虽然比赛输了#但这是我打得最放松

的一场% 对手的实力确实很强% '

从悉尼到北京# 参加了三届奥运

会的田佳并没有轻易言退# 她说)&明

年的全运会我肯定会打# 至于将来要

看队伍的需要和自己的状况# 如果国

家有需要#我将无条件服从#这是军人

的天职% '

与田佳配对的是来自新疆的王

洁#她是四人中最少言寡语的%自称因

为新疆没有室内排球队伍才闯进沙排

世界的王洁# 曾经认为奥运会的领奖

台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她现在最希望

自己的这块银牌能使国内的沙排发展

得更好# 她说)&奥运会期间观众的热

情是超出我预料的# 观众的加油声也

是我们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希望国

内练沙排的人越来越多# 那样的话我

们的成绩会更好% '

获得铜牌的薛晨来自福建# 她只

有
"#

岁#却被认为是本届奥运会最有

潜力的队员%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获

得奖牌让小姑娘兴奋不已# 她说)&开

赛前确实没敢想能拿到这样的成绩#

当时只是想一步一步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

与王洁无奈走进沙排场类似#

薛晨沙排生涯的起点也有点强迫的味

道%她的妈妈介绍说#薛晨原来在福州

市体校练习的是室内排球# 后来福建

省决定发展沙滩排球#在
!$$!

年福建

省第
"!

届运动会上要求排球运动员

必须参加沙排比赛# 就这样一个偶然

的机会#她被教练发现是个好苗子#就

改练沙排了%

"#

岁就有了奥运经历的薛晨还有

一个自我减压的好办法# 就是写东西%

她说)&如果实在紧张的话#我会在电脑

前写东西#写到后来就平静了#当然这

些文字都属于我自己#没有发表% '

薛晨的搭档是来自南通的张希#

!(

岁的她不仅打起球来虎虎生威#走

出赛场也是开朗活泼# 接受采访时更

是能说会道% 谈到自己第一次的奥运

经历# 张希说)&这就像一个浓缩的人

生#虽然短暂但却五味俱全#有惊喜$

有痛苦#我会好好地品味它% '

当有外国记者问她家人是否能够

接受她穿比基尼时# 伶牙俐齿的张希

说)&我奶奶说我穿比基尼很漂亮+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奥运专电 第三

次出征奥运的中国沙滩排球以一银$ 一铜和一

个第九结束了北京奥运会# 两块奖牌是对中国

沙排人十几年艰辛付出的回报# 巨大的突破让

人欣喜不已# 但区区百人的沙排人口却是我们

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在这项最具前途的运动里#

我们才刚上路%

中国沙滩排球虽然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切#也不

能掩盖一切# 只有百余人的沙排人口是我们不

得不面对的尴尬%

沙滩排球是美国人在休闲娱乐中发展起来

的运动# 大众参与是它在短时间迅速发展并很

快杀进奥运会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国#沙排的群

众基础却很可怜%

总教练缪志红说)&我们现在男女队员加起

来也就一百多人吧#我这里高水平的女队员也就

三对#而美国国内比赛都要有一两百对运动员参

加#这就是差距% 我们现在选材还是很难的#一是

很多省市都没有这个项目#另外由于观念原因#很

多排球打得好的队员都先选择室内#希望这两块

将牌能激发小孩子们打沙排的热情% '

四个沙排女孩

两块奖牌的惊喜与尴尬

马赫!中国队才是我的球队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沙滩宝贝热力四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