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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育育资资讯讯

巩巩立立姣姣：：
第第一一次次泪泪洒洒赛赛场场
还还有有一一半半梦梦想想要要实实现现

U23球员在场上伤了怎么办？

当全场为巩立姣燃放起属于
冠军的烟火之后， 她跑到背后中
国队所在的看台， 一个戴眼镜的
德国老人为她拭去了脸上的雨水
和泪水。 这个老人就是巩立姣的
德国外教克拉克。

刚带中国选手的时候， 严谨
的克拉克有很多不能理解的。 他
知道巩立姣在铅球方面非常有天
赋， 也具备登顶世界冠军舞台的
实力， 但令他意外的是， 巩立姣
除了会投铅球， 跑跳能力都不协
调。 他看了中国队的训练计划，
每天运动员都很辛苦， 甚至要扔
上百次的球， 而在其他方面的能
力非常差， 有些因噎废食。 于是
他除了在技术上给巩立姣做出改

进 ， 更是一直在锻炼她的协调
性。 现在再看巩立姣， 很多人都
称赞她身体更灵活。

里约奥运会之前的训练计划
失误其实也给两个人增加了更多
交流的机会。 从那儿之后， 他们
总结教训 ， 克拉克也改变了很
多。 现在巩立姣会把自己的感受
提出来。 比如这次世锦赛之前，
克拉克提到加量的问题， 巩立姣
觉得并不适合她， 于是两个人沟
通， 一直到琢磨出更好的训练计
划。 以前， 固执的克拉克在计划
贯彻不顺利的时候总是会说 ：
“德国人都可以， 为什么你们中
国人不可以？” 现在巩立姣跟他
沟通减量或者调整计划的时候，

虽然他嘴里还是固执地说着 ：
“不” “不”， 但实际上， 他心里
已经能够包容和接受。

巩立姣说， 她的梦想就是给
奖牌换一个颜色， 现在她十年磨
一剑终于实现了。 原本以为比赛
结束之后 ， 她会发出退役的感
慨 。 然 而 ， 她 却 说 自 己 还 有
一 半 梦想没有实现呢 ！ “我一
直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世锦赛
和奥运会冠军， 现在才实现了
二分之一 ， 虽然再坚持三年对
我 来 说 会有很大的挑战 ， 但我
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梦想， 继续征
战东京奥运会。” 巩立姣坚定地
表示。

（张楠）

本报讯 英国媒体 《每日邮
报》 的最新消息， 瑞典神塔伊布
拉希莫维奇同意留守曼联， 他已
经将这个决定告知给了穆里尼
奥。 据悉， 伊布将在年底和曼联
签订一份为期6个月的短合同 。
上赛季， 伊布在曼联的发挥相当
出色， 他出场46次打进28球， 是
队内头号射手。

上赛季的欧联杯淘汰赛， 伊
布不慎扭伤膝盖， 随即进行了手
术治疗。 按照医生的预测， 伊布
本要到明年1月才能痊愈， 但伊
布的身体异于常人， 英媒体此前
曾称他将在11月份痊愈、 12月份
便可正式复出。 受伤前， 伊布没
有和曼联续约。 在其受伤后， 曼
联无法再为其提供新合同， 但红
魔表示愿意无偿配合伊布的养伤
过程。 最近的几个月， 伊布一直
留在曼联进行伤势恢复。

曼联不愿放弃伊布， 穆帅也
同样在等待伊布的彻底痊愈。 今
夏 ， 穆帅从埃弗顿买来了卢卡
库， 但后者的状态不稳定， 且常
会出现低级失误。 相比于毛躁的

卢卡库， 经验丰富的伊布同样是
曼联的必需品。

伊布已经35岁， 10月份就将
36岁， 美国大联盟曾邀请他去养
老， 但伊布拒绝了， 他仍要留在
欧洲顶级联赛。 《邮报》 指出伊
布在慎重的考虑后决定继续为曼
联踢球， 他将在彻底痊愈后和曼
联签订一份新合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伊布将
在12月份具备参加比赛的身体状
态， 他也会在那个时候和曼联签
订合同。 《邮报》 透露伊布会和
曼联签订6个月的短合同， 合同
在2018年6月份到期。 若能再次
签下伊布， 曼联将在新赛季的后
半程派出伊布+卢卡库的黑白双
煞组合。

“他（伊布）可能会和我们继
续战斗。”穆帅表示：“他还没有签
订新合同，据我所知，他更希望留
在曼联。 ”职业生涯中，伊布闯荡
过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
格兰。在前四个联赛，他都率队夺
冠。不过，伊布上赛季未能助曼联
问鼎英超。 （艾文）

与今年匆匆忙忙确定外援政
策和U23政策相比， 足协为了明
年联赛确实做到了 “未雨绸缪”，
关于2018赛季外援名额和U23球
员使用政策征求意见稿早早就摆
在了俱乐部总经理们的桌案上。
不过， 看罢足协的文件， 让人感
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足协对于外援的规定是很合
理的， 今年是注5上3， 明年改成
注4上3。 只能上场3名外援， 另
外两个外援上看台， 这无疑带来
了巨大的浪费， 俱乐部花费巨资
聘请的第四、 第五外援更像是把
钱打了水漂儿。 减少一个外援，
可以让俱乐部的无效投入也减
少， 让价值几百万欧元的球星坐
在看台上 ， 这的确是巨大的浪
费。 同时， 3+1的规定， 也可以
让俱乐部灵活处理外援名额。 如
果俱乐部觉得没必要投入那么
大， 3个外援够用了， 那么第四
外援也可以省掉。 而对于那些参
加亚冠的俱乐部来说， 3+1的配
置， 刚好可以把名额留给亚洲外
援， 这样可以做到与亚冠接轨。
对于那些志在冲冠的球队来说，
备齐4名外援充实板凳深度， 也
是可以的。

与外援的名 额 规 定 相 比 ，
U23的政策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
首先必须要说的是， 这个政策的
出台， 本身就给人一种 “赌气”
的感觉， 像是规则制定者和俱乐
部在斗气儿。 这样不成熟的政策
出台 ， 必然会引发一系列 “闹
剧 ”， 很多球队派上了U23球员
出场 ， 但很快就把年轻人换下
来。 中国足球的规则制定者肯定

知道这个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为
了 “自圆其说”， 也不可能马上
废止这个政策， 只能修修补补。

足协的征求意见稿中给了两
条路———第一条是上几个外援就
上几个U23， 第二条是至少保留
一名U23球员踢到终场哨吹响 。
第一条路像是在赌更大的气， 相
信俱乐部脑子没有坏掉的话， 都
不会去走这条路。 俱乐部恐怕只
能接受第二条路， 但这第二条路
也充满了 “歧义”。 至少保留一
名U23球员到比赛结束， 这显然
是违背职业体育比赛规律的。 谁
也不能保证一名球员能从第1分
钟踢到补时最后一秒。 如果他状
态不佳 ， 但因为U23的 “保护
性” 身份， 居然就可以保证他不
会被换下场。 更糟糕的是， U23
球员在场上受伤该如何是好？ 受
伤了你不能不换， 但场下报名的
U23球员若与场上球员不是一个
位置怎么办？ 假如足协补充规定
受伤U23球员可以被非U23球员
替换， 相信以现在各个俱乐部的
“素质”， 肯定会有很多装伤的闹
剧上演。

相对比较合理的办法， 是规
定一家俱乐部每个赛季U23球员
累计出场时间设置一个底线， 这
样操作起来让规则制定 者 和 规
则执行者都有调控的余地。

接下来让中国足球决策者
“烧脑” 的事情还会有很多， 就
像前不久足协某新任官员说的 ，
提高前瞻性和管理水平是足协的
当务之急。 如何让U23政策这个
不合理的规定变得合理， 考验的
是决策者的智商和管理水平。

巩立姣原本可以放弃最后一投， 直接等待全场庆祝她的胜利， 但她还是选择完成。 因
为突破20米才是她的目标。 尽管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但坚持了10年， 把奖牌变成金色的愿
望终得圆满。 完成最后一投， 巩立姣激动地落下眼泪，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现场为她夺冠燃
起的烟火。 这个场景巩立姣曾经梦见过很多次， 梦里一直在哭， 但她知道自己只会为冠军
落泪。 而这天， 是她运动生涯第一次泪洒赛场。

“如果夺冠了，我一定会哭的”
比赛当日伦敦的天气让人担

心，早上就开始持续阴雨，天气预
报显示直到晚上都有雨。 因为下
雨，气温也降低，这些条件显然不
利于运动员的发挥。 虽然赛前对
自己很有信心， 但巩立姣看到这
样的天气也挺担心的。 但是她转
念一想， 大家都要面对同样的情
况，这样也给自己放宽了心。

对于成绩， 巩立姣并不是很
满意。 她原本计划前三投就提前
锁定冠军， 但是却没有达到自己

想要的20米的成绩。 当时的她开
始担心自己的状态。 第五投直接
投出了19米94的成绩， 连她本人
都懵了。 正是这个成绩， 最终帮
她锁定了冠军。

其实在美国选手卡特投完最
后一投的时候， 巩立姣原本可以
放弃， 直接捧得冠军， 但她还是
选择去投。 她说自己还想去尝试
下突破20米 ， 虽然最终没能实
现， 但能拿到冠军已经让她很满
意了。

赛后， 巩立姣冲向身后的中
国队看台， 泪流满面。 后来她回
忆， 这是自己第一次在赛场里流
泪。 夺冠的场面她曾经梦到过很
多次，在梦里也是这样，自己一直
在哭。 “我很早就跟自己说过，如
果失败了，我不会哭；但如果夺冠
了，我一定会哭的。 ”很多人午夜
梦回，梦醒来发现不过是场梦，会
觉得无比失落；但是巩立姣不会，
每当梦醒她就会充满动力再去实
现原定的那个目标。

初次比赛腿抖着进赛场
比赛中， 巩立姣面对镜头一

直在做 “六” 的手势， 这是她的
第六次世锦赛， 还有 “六” 这个
数字很吉利。 回想自己第一次参
加世锦赛， 是在十年前， 当时18
岁的她第一次出国， 也是第一次
参加大赛。 到了大阪觉得一切都
挺好玩， 寻思着要是以后能经常
出国该多好啊！

但是进了赛场她就懵了， 看
着赛场里几万人都关注着她， 腿
都直发抖。 “我当时就觉得， 怎

么那么多人啊！ 第一次感受到那
么多人在看着你， 真的有点儿害
怕。” 即便如此， 当时 “光脚不
怕穿鞋” 的巩立姣还是获得了第
七名。

这些年国际大赛上， 拿了铜
牌拿银牌 ， 拿了银牌 。 又拿铜
牌 。 唯独金牌总是与她擦肩而
过， 巩立姣说自己也有过纠结，
觉得是不是再怎么努力都拿不到
冠军？ 但她转念一想， 不可能！
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拿到冠军。 所

以， 十年磨一剑， 终得圆满。
如果说这些年最大的遗憾 ，

应该还是去年的里约奥运会 。
原 本 ， 那 是 她 状 态 最 好 的 时
候 ， 完全具备夺得金牌的能力。
但是比赛中却连续成绩无效， 最
终连领奖台都没有登上。 她说
那是她最艰难的时刻， 自己练
得那么好， 最终却换来这样的成
绩， 对她打击特别大， 尤其是觉
得自己对不起所有帮助过自己
的人。

外教对她的改变 外教也因她改变

曝伊布同意留守曼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