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二001 奥运女足
巴西女足 VS 瑞典女足
开赛时间：8月17日 00:00
奥运会女足淘汰赛第一轮，巴西女

足在比赛常规时间加加时赛的120分钟
内与澳大利亚女足战成 0：0 平手，最终
依靠点球惊险晋级。本届奥运会前4轮
比赛，巴西女足只有1粒失球。淘汰赛，
瑞典女足 1：1 逼平卫冕冠军美国女足，
利用点球爆冷出线。瑞典女足前4轮比
赛只有两粒失球。两队小组赛的正面交
锋，巴西女足5：1大胜。

澳门让球盘初盘为巴西女足主让半
一球 0.80 低水，受注后上盘继续保持降
水趋势，并有升盘的趋势；澳门大小球初
盘为 2.5 球高水，这在女足比赛属于相
对的浅盘，而且还有降盘倾向。在小组
赛期间两队出身同一小组，巴西女足初
盘主让半一球低水，相比两队小组赛交
锋时的主让初盘略有提升，而且当前盘
口积极降水，形势一片利好。

竞彩胜平负推荐：3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3/1

周二026 奥运女足
德国女足 VS 加拿大女足
开赛时间：8月17日 3:00
女足淘汰赛第一轮，加拿大女足1：0

绝杀实力强劲的法国女足，本届赛事保
持 4 连胜。加拿大女足前 4 轮比赛只有
两粒失球。德国女足八强战1：0击败中
国女足，前 4 轮比赛 2 胜 1 平 1 负。德国
女足前 4 轮比赛只有 1 次不失球纪录。
两队小组赛的正面交锋，德国女足 1：2
爆冷失利。

皇冠让球盘初盘开出德国女足客让
半一球 1.17 超高水盘口，即时盘口降盘
至德国女足客让半球，而上盘仍保持
1.04的高水位，不乏继续降盘的可能；皇
冠大小球初盘为 2.5 球高水，即时盘口
大幅降盘至 2 球低水，这在女足比赛中
属于十分罕见的浅盘。德国女足半球盘
口，明显低于两队小组赛对阵时的盘口

（一球、一球球半），本轮面对走势勇猛的
加拿大女足，恐怕仍不能占得优势。

竞彩胜平负推荐：3/1
竞彩让球胜平负（-1）推荐：1/0

竞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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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综 述

金 牌 榜（截至北京时间8月15日）

国家/地区 金 银 铜 总数

1 美国 26 21 22 69
2 英国 15 16 7 38
3 中国 15 13 17 45
4 俄罗斯 9 11 10 30
5 德国 8 5 4 17
6 法国 7 8 7 22
7 意大利 7 8 6 21
8 日本 7 4 15 26
9 澳大利亚 6 7 9 22
10 韩国 6 3 5 14

或许，今天能与博尔特奥运
会男子百米三连冠这个大新闻
相媲美的，就只有秦凯向何姿求
婚了。

秦凯的求婚可谓“一石四
鸟”：成功牵手美女何姿；一不小
心帮获得女子三米板跳水亚军
的何姿抢了冠军施廷懋的“风
头”，让后者几乎被“无视”；给

“ 单 身 狗 ”们 喂 了 一 大 把“ 狗
粮”⋯⋯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将

奥运会被某演员离婚声明抢走
的头条又抢了回来，让人们重新
相信爱情。

在撕扯得一地鸡毛的绯闻、
丑闻里，充斥着背叛、荒淫、欺
诈、无耻等负面要素，看客们难
免心有戚戚，这个世界怎么啦？

那些纯真而质朴的情感哪里去
了？

6年，又是一个6年，在那起
绯闻里，6 年简直是个一场闹剧
的年轮。而秦凯和何姿的 6 年，
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的佳话。

今天，在奥林匹克神圣的殿

堂上，以往羞涩、保守、不善交流
的中国选手大胆地站了出来，发
表了自己爱的宣言。

这就是爱情，在秦凯跪下的
膝盖里，在何姿幸福的眼泪中，
在全场的善意的呐喊里。

我们一度深深地怀疑，这个
世界里是否物欲横流，是否毫无
诚信，是否宁可在宝马里哭，也
不在自行车上笑。

幸好，我们还有体育，还有
爱情。 新华社记者 公兵

相信爱情 奥运制造

博尔特仍然不可战胜！14 日
他用 9 秒 81 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奥
运百米三连冠。奥林匹克体育场
的数万名观众被这道“闪电”一击
而中，陷入疯狂。

奖牌榜上，中国一日之间被英
国赶超，双方金牌同为 15 块，中国
奖牌总数虽然更多，但因为银牌较
少而排在第三。美国以 26 金共 69
块奖牌遥遥领先。

从 2008 年北京鸟巢开始，除
了 2011 年大邱世锦赛抢跑出局之
外，博尔特在世界大赛的直道竞速
中保持全胜。近年来大赛前各种
状态不佳和伤病困扰的消息让人
们屡屡发问：博尔特是不是要输？
最终证明每一次都不过是为他的
胜利积聚势能。可怜美国老将加
特林，从去年世锦赛到今年奥运
会，赛前的无敌状态和凌云壮志，
一到正式碰面，一律被博尔特无情
击碎。

代表中国速度的苏炳添和谢
震业在半决赛中分别跑出 10 秒 08
和 10 秒 11，无缘决赛，但两人闯入
半决赛已经是中国短跑的奥运最
好成绩。世锦赛跳高季军张国伟
本被寄予冲击奖牌的希望，但他和
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宇都倒在 2 米
26的横杆前，没能进入决赛。

继女子万米之后又有“元老纪
录”被破。南非的世锦赛冠军范尼
凯克以43秒03打破了美国名将迈

克尔·约翰逊在 17 年前创造的男
子400米世界纪录并夺冠。

网球场上穆雷也成了历史性
人物。他与阿根廷人德尔波特罗
激战四小时，3：1取胜，成为奥运史
上首位卫冕成功的男单冠军。

绿了好几天的跳水池终于在
组委会加班清理之下变蓝了。在
这个雾霾蓝的池子里，奥运新人施
廷懋收获女子跳板“双冠”，不过主
角随后变成了收获银牌和戒指的
何姿。中国队跳水名将秦凯在颁

奖之后单膝跪地向她求婚，何姿在
全场观众的祝福中眼含热泪戴上
戒指。这种轰轰烈烈向世界展示
爱的方式成为中国新一代运动员
形象的生动注脚。

比赛中，24岁的施廷懋在单人
三米板中一路领先，为中国“梦之
队”拿到里约第四金，也完成了中
国 队 在 这 个 项 目 上 的 奥 运 八 连
冠。她在双人三米板中已经和吴
敏霞搭档收获一金。

女子举重收官，“意料中的轻

松大胜 ”变成了“ 惊心动魄的险
胜”，赛前被火速征召的 75 公斤以
上级选手孟苏平只举起 307 公斤
的总成绩，比她平时的训练和比赛
成绩差了不止一点。好在对手并
不强大，孟苏平还是以 1 公斤的优
势，为中国举重队拿到第五金。

中国女排没能迈过美国这道
坎，1：3 输掉最后一场小组赛，以 2
胜 3 负排名本组第四，将在四分之
一决赛中迎战巴西队。主教练郎
平承认，这个成绩可能大家不太满

意，“我不是说我满意，其实这是一
个磨练”，年轻的中国女排还有很
长的路。

射击进行了最后一个项目男
子 50 米步枪三姿比赛，意大利选
手坎普里亚尼借由对手最后一发
的失误幸运地完成单项蝉联和单
届双冠。不到 29 岁的他说自己太
累了，这很可能是最后一场比赛。
更加郑重说再见的是获得第六的
中国名将朱启南，31岁的他说到家
人便动情落泪。中国观众的“老熟
人”埃蒙斯比他俩年龄都大，已经
35岁，而且作为夺冠大热门没进决
赛，却并没打算放下枪。

无视年龄不言退的还有体操
场上的“丘妈”。41 岁的她虽然带
不走奖牌，却仍然拿得出最高难度
的跳马动作，并且赢得最高分贝的
欢呼。七届奥运，改变的只有年
龄。跳马金牌归属倒是毫无悬念，
美国“女王”拜尔斯摘得第三金。
英国小伙惠特洛克则在两小时内
连夺自由操和鞍马两金，效率堪比

“飞鱼”菲尔普斯。
帆船帆板进入奖牌轮，虽然激

光雷迪尔级卫冕冠军徐莉佳因为
被取消三轮成绩而无缘奖牌轮，但
陈佩娜在女子帆板 RS：X 级的最
后争夺中奋起直追，夺下银牌。

中国男、女篮的里约奥运会都
结束了。男篮 60：94 不敌塞尔维
亚，五连败收尾；女篮 62：105 输给
美国，1胜4负未能出线。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4日电

奖牌榜中国被赶超
博尔特百米三连冠

“原本只是看女儿在奥运会
上的直播，没想到忽然多了个

‘女婿’。”何姿的父亲何常泰 15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打趣道。

北京时间 15 日凌晨进行的
里约奥运会跳水项目女子单人三
米板决赛中，中国跳水女将何姿
克服身体伤痛拿下一枚银牌。赛
后，其男友中国跳水名将秦凯手
持戒指在现场单膝跪地求婚，何
姿落泪点头答应，两人幸福相拥，
上演奥运赛场浪漫一幕。

家住广西南宁市平江村的
何常泰，随着里约奥运会的开
幕，他的生活再次进入“里约时
间”，受广东省体育部门的官方
邀请，他早两日来到女儿所在的
广东省跳水队，与何姿的教练、
队友一同观战。

“当知道女儿在奥运赛事上
被人求婚时，我很惊讶。”何常泰

说，对于这位“准女婿”的了解，
他更多的是通过新闻报道：和女
儿同样是国家跳水队运动员，成
绩也不错。

他说，他最大的“心病”是女
儿的母亲早逝，对于女儿的情感
问题，自己作为父亲无法兼顾；
加之女儿平时训练比较忙，关于
婚嫁的话题父女两人一直搁置

不提。“距离上一次和女儿见面
谈心，已是两年前了。”

何常泰说，女儿是一个独立
且自律性很强的姑娘，多年来长
期的训练，身上有不少伤病，但
很多时候和女儿通电话，她总是
报喜不报忧。

“比赛结果并不那么重要，只
要尽力发挥就好。”何常泰说，从进

入国家队至今，女儿十年间回广
西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当有
女儿参与的重大赛事，他都会在
电视机前观看直播，为女儿加油
打气。

“他肯定、必须、只能让我幸
福一辈子！”何姿在赛后接受采
访时笃定地说道，她和秦凯两人
交往至今已是第六年，今天在赛
场上的求婚让她猝不及防，幸福
来得太快，“我怎么这么快就把
自己给嫁了！”

何姿表示，目前还没有想过
如何举办婚礼，更没有想过度蜜
月的事情，还是希望先带着家人
一起去好好放松一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管
女儿今后是选择继续跳水事业，
还是选择退役结婚生子，我会尊
重她的选择，只要女儿幸福就
好。”何常泰说。 中新

何姿父亲：

原本看着女儿比赛
不料冒出个“女婿”

奥运每日一评奥运每日一评
常州体育迷

央 视 15 日 晨
公布的奖牌榜突然
告诉我们一个惊天
信息：中国军团的
金牌数，连“老二”
位置也岌岌可危了
——目前中国队和

英国队各得15金。
赛前，各大媒体的预期可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些体

育专业媒体津津乐道的是，由于俄罗斯田径等大批项目
被禁赛，原先金牌数“三足鼎立”的均势被打破。言外之
意是，俄罗斯已没有与中美抗衡的实力，这届奥运会只剩
下中美对决了；一家权威体育报刊甚至断言，“跳水、乒乓
球、羽毛球、射击、举重，光是这几个传统金牌仓发力，几
乎就可以助中国代表团锁定金牌榜第二的位次。”你看，
在人们的心目中，赛前形势多么乐观呵！

谁都没想到，突然“杀”出一个英国队，扮演“黑马”挑
战中国军团。自雅典奥运会形成美俄中鼎足而立的三强
态势以来，英国在北京奥运的金牌数与中国队是 19:51；
四年前的伦敦奥运会，坐镇主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
势的英国，也比中国少收9金呢！到了里约，中英两队都
是客场作战，为何会出现英国咄咄逼人中国苦苦挣扎的
局面呢？难道是英国队夺金势头过于强劲所致？

纵观前九天的夺金情况，便可看出，并非英国队的金
牌数在猛增，而是中国军团的部分项目太不争气。盘点
一下前九天中国军团部分项目的表现，可用优势不优和
黑马不黑两句话来概括。譬如，曾有“梦之队”美誉在伦
敦奥运会夺得四金的中国体操队，到目前为止金牌颗粒
无收；伦敦奥运时曾获五金的游泳队，这次少获四金；传
统优势项目射击也很失常，至今只有一金进账；而夺冠呼
声很高的击剑和蹦床，也是一金未得。不算不知道，一算
吓一跳，仅上述优势项目的跑冒滴漏，就 10 块金牌不翼
而飞了。再加原预计能冲击金牌的若干小项，除自行车
突破重围夺得一金外，其余估计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近 10
个项目至今没有一个亮起来。难怪英国队的金牌数直逼
我们呐。赛前有谁想到过会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吗？

问题是，后 6 天的比赛，局面可能还更尴尬更难堪。
我们的夺金大户大都在前半程，英国队的后半程，优势项
目还很多，如田径、自行车、皮划艇、马术等夺金势头都很
旺。两相比较，中国军团的金牌数很可能要做“老三”
了。我不禁要问，我们怎么会出现上述大面积“塌方”的
呢？从各赛场传出的信息看，我觉得，大面积“塌方”的原
因大致有三条。一是有些项目缺乏尖子缺乏克敌制胜的
巨星，如体操、游泳、击剑等项目就是。当年的李小鹏、杨
威等明星一出场，威慑力就很强。这都是靠实力说话的
——明星就是实力的象征。二是我们不少运动员压力过
大，心态不稳，因而频频砸锅或失常。射击、体操、击剑等
项目这方面的的问题尤为突出。三是也有些队伍赛前盲
目乐观，队伍年轻，临场遇到困难又心理失衡，一筹莫
展。如女排首场输给荷兰，就因赛前对对手估计不足，临
场时慌了手脚而一蹶不振。这次奥运，我们派出 416 名
运动员组成的超大团队，老汉愚见，却不是超强团队。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 6 天，究竟强与不强，便
见分晓。 陈德荣

“苦争老二”谁想过？

如果不是因为与博尔特的百米封王赶在同一天，范
尼凯克绝对是 14 日里约奥运会田径赛场上的最大明
星。在男子 400 米决赛中，24 岁的南非人以 43 秒 03 的
成绩强势夺冠，将美国名宿迈克尔·约翰逊保持了 17 年
之久的世界纪录提升了0.15秒。

说起范尼凯克，他的名字总是和一连串的纪录联系
在一起。他多次打破南非 200 米、400 米两个项目的全
国纪录，他是史上唯一一个 100 米破 10 秒、200 米破 20
秒、400 米突破 44 秒的田径选手，“史上最强全栖速度
王”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范尼凯克出生时是个早产儿，医
生断言这个新生儿过于弱小，无法存活下去，但是 24 小
时之后，范尼凯克依旧健康地活着。

范尼凯克拥有良好的体育基因，父母是短跑和跳高
运动员。在他很小的时候，范尼凯克就展现出了对橄榄
球运动的热爱，11 岁时他和表弟科尔比一度还是学校橄
榄球队的队友。12 年之后，范尼凯克与科尔比在里约再
次成为南非奥运代表团里的队友，范尼凯克拿下了 400
米的金牌，而科尔比则收获了七人制橄榄球的铜牌。

14 日，在赢得连续第三块奥运百米金牌后，博尔特
也特意谈到了这位来自南非的神奇小子。“今晚我为他感
到骄傲，他在牙买加训练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他将是打破
400 米世界纪录的那个人，所以今天看到他梦想成真我
并不惊讶。”博尔特说。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5日电

范尼凯克的彪悍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