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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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足足：：只只练练不不赛赛会会造造成成更更大大危危机机
副刊

在两轮失望的十二强赛过
后，国足离开了多哈，前往在西亚
的“大本营”沙迦，继续备战下一
阶段的比赛。 一个月的集训时间
很漫长， 中国队能否在这一个月
时间里朝好的方向发展？ 至少从
目前看，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很多。

职业足球虽然变幻莫测，但
也有着其相对固定的规律。 一般
职业球员，要想维持状态，必须保
持一周1-2场较为高质量的比赛。

国足在十二强赛开打之前， 为了
赶中超的进度， 很多国脚都透支
踢完了上阶段的中超联赛。 可中
超比赛结束后，两周多的集训，又
没有安排任何一场哪怕是教学比
赛的对抗。这种时紧时松的状态，
就好比一个人 “饥一顿饱一顿”，
“暴饮暴食”了三五天，又马上是
一个礼拜“没饭吃”，这人的“消化
系统”能好得了？中国队前两场比
赛，给人感觉是既使不上劲儿，又

拼不出来， 不知道和球员状态调
整没有规律有无关系。

备战10月份的十二强赛， 中
国队因为疫情的缘故只能留在海
外继续备战。 球员不可能通过联
赛调整状态了， 只能看看能否安
排一些热身赛。 对于职业足球队
来说， 最不合理的备战方式， 就
是长期集训并且不打任何比赛。
实际上像中国队这样长期集训的
亚洲球队并不是个例， 有的还收

到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阿曼队。
但值得注意的是， 阿曼队并不是
只练不赛， 在十二强赛之前， 他
们奔赴塞尔维亚， 同塞超的几支
球队过招 ， 这样高水平的热身
赛， 也让阿曼队在十二强赛对垒
日本、 沙特这些劲敌时， 表现出
了良好的状态。

据说中国足协正在为中国队
寻找热身对手而奔忙， 足协的努
力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是这样的

热身赛赛程安排， 是不是应该在
球队出发之前就基本敲定了呢？
热身赛的对手也不是乱来的， 阿
曼队都能找到东欧顶级联赛的对
手 “陪跑”， 中国队的热身赛对
手也不能太弱， 否则这样的热身
赛强度恐怕还不如训练。 在接下
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中国队至少
应该安排3-4场较有质量的热身
赛， 只有这样队员的状态才能有
起码的保证。

9月11日至12日， 北京市第十五届 “和谐杯” 乒乓球比赛总决赛
在通州区弘赫国际体育运动中心举行， 13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激
烈角逐、 尽展风采。 本届 “和谐杯” 乒乓球比赛系列活动自4月在全
市启动以来， 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共举办比赛576
场， 吸引全市2166支队伍、 15余万人次参与比赛， 活动覆盖人数达50
余万人次。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新华社电 时隔12年重披曼
联战袍的C罗11日首秀即独中两
元 ， 带领 “红魔 ” 4∶1击败纽卡
斯尔联。

C罗的回归让老特拉福德成
为英超第四轮当 仁 不 让 的 焦
点 。 除了众多身穿C罗 7号 球
衣的球迷到场 ， 前曼联主帅弗
格森也没有错过葡萄牙人第二次
加盟首秀。 比赛僵局一直持续
到上半场补时阶段， 英格兰小
将格林伍德禁区外打门， 客队门
将扑球脱手 ， C罗补射轻松得

手。
易边再战10分钟有余， 纽卡

斯尔联的曼基略杀入禁区面对德
赫亚冷静打远角得手， 将比分扳
成1∶1平。 不过仅6分钟后， 36岁
的C罗就再次破门 ， 以此展示
“老当益壮”。

比赛最后阶段 ， 费尔南德
斯 、 林加德再添两球 ， 曼联4∶1
得胜。 C罗赛后透露， 久经沙场
的他当日 “超级紧张”。 他预计
自己能打进一球， 但独中两元是
完全没有想到。

新华社电 大阪府知事吉村
洋文11日透露， 他盼望东京奥运
村和残奥村里的纸板床能够运到
大阪， 用作方舱医院中新冠病人
的病床。

吉村洋文告诉记者：“这些床
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用过的，
质量非常好。 ”据共同社报道，大
阪府用于治疗新冠病人的方舱医
院将在月底完工，大约有800张纸
板床外加运动员用过的枕头将被
运到大阪提供给新冠病人使用。

大阪府是日本疫情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 9日新增确诊病例

1488例 ， 仅次于东京都的 1675
例。 共同社透露， 大阪新建的方
舱医院是由一座大的展览中心改
造的， 主要用来接纳轻症和无症
状感染者。

奥运村里大约有18000张纸
板床， 残奥会5日结束后， 残奥
村8日关闭， 21栋住宿楼将重新
装修， 转换为共5632户分售和租
赁用住宅， 2024年3月启动入住。

东京奥组委称， 纸板床和由
聚乙烯制成的床垫都将在赛后回
收利用， 充分体现东京奥运会可
持续发展的思路。

40岁的波尔在德国杜塞尔多
夫的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中国文
化有一段时间了 。 东京奥运会
后， 他知道了 “四十不惑” 的含
义。

“现在感觉很踏实， 年轻时
我就不是那种往人群里扎， 什么
都想试一试的人。 我有自己的想
法， 关注家庭更多一些， 成为家
里的顶梁柱。 职业生涯中， 我会
收获更多信心。” 波尔谈吐温文
尔雅， 文质彬彬。

这位在中国名气甚至超过德
国的乒坛常青树， 一向有着良好
的公共形象和口碑， 待人随和，
毫无 “星范儿”， 在杜塞过着相
对安静的生活。 这里有德国乒乓
球集训中心， 也有欧洲最好的乒
乓球俱乐部。 东京奥运会后， 波
尔经过短暂的假期休整， 已投入
到乒乓球德甲联赛新赛季征程
中。

“当人40岁时， 是非常可贵
的阶段。 从自身经验讲， 更加清
楚什么对自己有益， 什么应该放
弃。 我一直在寻求家庭和赛场之
间的平衡。 赛场特别重要， 家庭
同等重要， 甚至更重要一些。 德
国队失掉团体赛奥运金牌， 但我
并不难过， 我一直以自己认为正
确的方式对待我的家庭。” 波尔
有条不紊的家庭观念让他更容易
找寻 “四十不惑” 的意义。

回顾东京奥运会， 他给自己
在个人赛的表现打7分， 给团体
赛的表现打9分。 “遇到中国队
之前， 团体赛中无论是单打还是
双打， 我都赢了。 决赛中， 我用
一局半的时间来重新适应马龙的
风格， 我尽全力了。 他打得太棒
了 ， 每个球都很精准 ， 很有想
法， 非常自信。 德国队发挥得不
错， 0∶3失利，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中国队太强大了 ， 我们充满敬
意。”

已经征战6届奥运会的波尔，
在各大赛事上收获冠军无数， 却
从未染指奥运会个人赛奖牌， 不
得不说是职业生涯中一大遗憾。

“我自己处理得不够好， 也
许在奥运会上感到更大压力， 尤
其是在强度很高的比赛中， 我有
可 能 失 去 掌 控 力 。 ” 波 尔 说 ，
“有时候机会很好， 我没有抓住。
不能说自己没尽力， 只能说在那
一刻， 对手发挥得比我好， 我只
能接受现实。”

“没抓住好机会”， 波尔指
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 他抽了
个好签， 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
给了瑞典传奇球星瓦尔德内尔。
奥运会前3个星期， 波尔还赢了
“老瓦”， 只能感叹时运不济。

20多年来， 与波尔交手的中

国选手换了一波又一波。 铁打的
波尔， 流水的中国冠军。 谈起中
国对手， 波尔慢条斯理的话语中
流露出一丝骄傲的神态。

“孔令辉、 王励勤、 马琳、
张继科、 马龙， 再到现在的年轻
选手王楚钦等， 我和他们都交过
手 。” 波尔说 ， “现在回头看 ，
感觉不可思议。 他们有的已经退
役， 但还和我竞赛， 是以教练的
身份。”

在一长串中文名中， 最令波
尔感到头疼的对手是马琳和樊振
东。 “马琳非常强悍， 打球很聪
明。 对欧洲选手来说， 他风格不
同寻常。 他总可以找到对付我的
办法， 我只赢过他两三次。 樊振
东也是难缠的对手， 他打球有一
点像我， 但每个地方都比我强一
点。 他力量更足， 对抗性强， 我
很难击败他。”

在欧洲， 波尔已经是对付中
国选手最有经验的运动员了。 战
胜中国选手 ， 必须迫使他们犯
错。 “你不可能只用一种策略对
付所有中国选手 ， 他们太聪明
了， 技术方面堪称完美。 你不得
不出其不意， 利用每个球让他们
感到不安、 不自信， 失去节奏和
平衡。 这并非不可能， 只是非常
难。”

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中国
选手， 波尔认为中国乒乓球队长
盛不衰的秘诀是完善的训练体
系。 “乒乓球是技巧性很高的运
动， 要尽可能早地训练， 从一开
始就掌握非常规范的技术。 中国
培养体系成熟， 年轻运动员都有
顶级教练， 保持高强度训练。 当
他们成长为顶尖选手时， 集训体

系发挥重要功效， 球员之间的切
磋让彼此变得越来越好， 年轻运
动员可以从中获益很多。”

相比较之下， 欧洲球员职业
生涯起步晚一些， 训练强度没有
这么高。 在波尔看来， 中欧之间
的差异也是导致中国年轻冠军辈
出， 欧洲球员职业生涯较长的原
因。

“如果练得过多过猛， 身体
和心理会感到疲惫， 甚至受伤，
感到可能已经过了某个点， 很难
再和年轻选手竞争了， 这可能是
中国运动员退役较早， 或者说年
轻球员迅速崛起的原因。” 波尔
说， “欧洲没有像中国那么多年
轻的优秀选手。 我虽然是老将，
但还像年轻时那样热爱这项运
动 ， 精神上我一直有足够的动
力。”

在谈到队友奥恰洛夫时， 波
尔毫不讳言奥恰洛夫现在实力和
状态比自己更好。 “尽管他33岁
了， 但还是比我年轻很多， 高水
平竞技状态还可以保持好几年。
对我来说， 保持现有水平只会越
来越难。”

对于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
波尔没有设定明确目标。 他坦言
自己不是那种想得很远的人 。
“我看到其他体坛老将， 比如费
德勒， 他也40岁了， 也有这样那
样的问题， 备战巴黎奥运会肯定
面临很多困难。 如果他可以继续
参赛会非常开心， 我也一样。 我
享受每一天的训练和比赛， 过去
生活一直是这样， 不会因为一次
伤病立刻停下来。 我希望可以找
到合适的时机退役， 但绝不是现
在。” 据新华社

暖男波尔， 四十不惑 东京奥运村纸板床或用作新冠病床

C罗曼联“首秀”独中两元
直言完全没想到

15万人次参与“和谐杯”乒乓球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