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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16日是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
世界冠军四十周年纪念日。198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
界杯赛上以全胜战绩获得冠军，也是我国竞技
体育集体球类项目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1981年 11月 6日至 16日，第三届女排世界
杯赛在日本东京、埼玉、江别、札幌、苫小牧、富
山、仙台和大阪等地举行。中国、巴西、保加利
亚、古巴、美国、日本等八支世界女子排球劲旅
参赛。比赛采取单循环方式进行。中国女排由
陈先担任代表团团长，领队为张一沛。教练组
包括主教练袁伟民和教练员邓若曾。十二名参
赛运动员分别是孙晋芳、张蓉芳、周晓兰、陈招
娣、郎平、陈亚琼、曹慧英、杨希、朱玲、梁艳、张
洁云和周鹿敏。在此次比赛中，中国女排以七
战全胜的战绩首次荣膺女排世界杯冠军。

以首夺世界杯冠军为契机，随后中国女排

连续获得 1982年第九届女排世界锦标赛、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1985年第四届女排世界杯赛
和 1986年第十届女排世界锦标赛等赛事冠军，
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女
排队伍。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女排再次获得
2003年第九届女排世界杯赛、2004年雅典奥运
会、2015 年第十二届女排世界杯赛、2016 年里
约奥运会和 2019 年第十三届女排世界杯赛等
五项赛事的冠军，创造了自 1981 年至 2021 年
四十年间获得十次世界冠军的佳绩。这个优
异的运动成绩是中国排球界几代排球人，经过
几十年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的女排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集中体现，是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据《中国体育报》

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四十周年

奋斗四十载 拼搏铸辉煌

意大利遗憾战平
将进行附加赛
11 月 16 日凌晨，2022 年世界杯预

选赛欧洲区C组，意大利客场对阵北爱
尔兰。两支球队苦战 90 分钟均未能取
得进球，最终 0比 0战平。

而C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瑞士 4比
0 击败保加利亚，积分榜排名超过意大
利升到了第一位，直接获得了卡塔尔世
界杯的入场券，小组排名下滑到第二位
的意大利将通过附加赛继续争夺世界
杯参赛资格。

意大利将连续两届世预赛要踢附
加赛——此前在 2017 年的世预赛附加
赛中，意大利两回合总比分 0 比 1 不敌
瑞典惨遭淘汰，时隔 60年后再次无缘世
界杯。

本场赛后，意大利主帅曼奇尼接
受了媒体的采访：“我们现在什么都
做不了，但明年 3 月份还有附加赛，我
们会尽力做到最好。尽管我们在这场
比赛中控制了球权，并占据主动，但
我们很难进球，因为北爱尔兰的所有
球员都在防守，我们很难击败这样的
球队。” 据澎湃新闻

世预赛欧洲区

10球大胜对手
英格兰直接晋级

11 月 16 日凌晨，2022 年世界杯预
选赛欧洲区 I组进行了最后一轮的一场
比赛，英格兰做客对阵圣马力诺。英格
兰 10 比 0 大胜，凯恩上演大四喜，最终
英格兰以 26 分头名晋级明年世界杯正
赛。

本场比赛凯恩打进 4 球，本赛季在
国家队出场 6次贡献 10球 1助攻，而在
英超则仅为 10场 1球 1助攻，这 1球 1助
都出现在 3比 2击败纽卡一役。

本场上演大四喜后，凯恩在英格兰
队已打入 48球，追平了莱因克尔的英格
兰队进球数，在他前面的只有博比·查
尔顿（49球）和鲁尼（51球），凯恩成为英
格兰队历史进球最多的球员或许只是
时间问题。

赛后凯恩表示：“太棒了。这是世
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大家都认为我们
今晚能赢，而我们做得很好，能够出线
真是太好了。”

随着英格兰和瑞士的出线，2022
年世界杯 32 强已经确定了 11 个席
位。除了东道主卡塔尔和南美独苗巴
西之外，另外 9 支出线球队都来自于
欧洲。

出线的 9 支球队分别为英格兰、瑞
士、德国、丹麦、比利时、法国、克罗地
亚、西班牙和塞尔维亚。

据澎湃新闻

26 岁的巴西女孩玛丽娜·托诺曾
经是一名雪车项目的刹车手，在 2017/
2018赛季冲击平昌冬奥会失败后改练
钢架雪车，但在这一项目上巴西已有
优秀选手。得知北京冬奥会新增了女
子单人雪车项目后，她立刻转练单人
雪车，希望能够圆自己的冬奥梦。

托诺在接受记者线上采访时说：
“以前女子项目只有双人，现在新增了
单人。我希望抓住机会，能够获得参
加奥运会的资格。”

托诺出生在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
州，在 19 岁前她是一名体操运动员，
后来因为上大学停止了体操训练，但
一直兼职做健身教练。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住在加拿大的叔叔听说巴西女
子雪车队需要找一名刹车手，于是她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了，没想到立
刻被录用。

在 2017/2018赛季，她与队友一起
争取平昌奥运会的资格，虽然没有成
功，但奥运梦埋在了她的心里。为了
这一梦想，她必须离开家人到北半球
生活，因为巴西是个大部分都位于热
带的国家，无法进行冬季项目训练。

在过去的雪车队，托诺是刹车手，
头部一直在车内，连赛道都看不见，也
体验不到操控的快感，所以她决定换
一个项目。她先是改练钢架雪车。不

过在这个项目上，同胞妮可·希尔维拉
已经有不错的成绩，于是听说 2022年
北京冬奥会新增了女子单人雪车项目
后，托诺打算尝试一下。

“没想到单人雪车感觉更好。”她
说，“你不但能够操控车辆，还可以看
赛道。因为钢架雪车是俯卧姿势，看
不到风景，而单人雪车就可以看到外
面的世界。我第一次在雪车上看到整
个赛道的时候就说：天啊，这是一个全
新的世界！”

托诺练习单人雪车的时间仅有三
年，但她在 2020/2021赛季世界系列赛
上获得过总成绩第三。不过她也清醒
地知道，因为疫情去年欧洲没有比赛，所
以这个第三并不意味着她的水平已经
是世界第三，她必须脚踏实地努力训练。

在巴西冰上运动联合会的支持
下，托诺获得了在美国读书的机会，这
方便了她的训练和比赛。今年 7月至
9月，她都在美国著名的“冬奥村”普莱
西德湖城训练。但是对于来自普通家
庭的托诺来说，独自在美国生活并不
容易。

托诺告诉记者，巴西冰上运动联
合会和国际奥委会的资助都只能保证
她训练和比赛，而她的学生签证让她
无法在美国获得正式工作，因此只能
在比赛和训练的间歇打零工，生活上

很拮据，但她不想放弃奥运梦想。
虽然冬奥会女子雪车项目共有 20

个名额，但排名最靠前的四个代表队
可以各获得两个名额，这样其他国家
和地区仅有 12个名额可以分配，其中
也包括双人雪车。所以只有获得系列
赛前六名，托诺才能拿到北京冬奥会
的入场券。在本月加拿大惠斯勒举行
的世界系列赛第一阶段比赛中，托诺
三天的成绩均在前六之列，距离梦想
又近了一步。

现在托诺对进军冬奥会非常乐观，
她说自己经常与钢架雪车项目队友希
尔维拉相互勉励：“我们总说一切都会
如愿以偿的。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
她了，但我们都相信会在北京相遇。”

距离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托诺
对参赛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能够认
识北京，也是托诺的愿望。她已经通
过很多视频看到了北京漂亮的奥运场
馆和北京为冬奥做的一切努力。

托诺对记者说：“现在已经到了展
示你们成果的时候，我相信（北京冬奥
会）一定会是一个欢庆的节日。我渴
望在那里和其他地方的选手相遇，为
巴西的荣誉而战。我们来自世界每一
个角落的运动员都会尽自己的努力，
代表自己的国家，展现自己最好的状
态。” 据新华社电

巴西女孩托诺的冬奥梦想

伴随着整场中国球迷震撼的加油
声，国足在全场被动的情况下，拿到了
宝贵的 1分。

11月 17日凌晨，在世预赛 12强赛
第二循环比赛中，国足凭借武磊的点
球，1 比 1 战平澳大利亚。6 场比赛过
后，国足积 5分，依旧位列小组第五。

本场比赛，国足四大归化球员全
部上场，但国足整个上半场全面陷入

被动，控球率只有 33%。比赛第 38 分
钟，博伊尔左路传中，助攻杜克头球打
破僵局。

下半场比赛，国足一度被澳大利
亚压制在本方半场。但比赛第 67 分
钟，澳大利亚球员杰戈为了阻止艾克
森争顶，禁区内手球犯规，裁判在观看
了VAR后判给中国队点球。

面对巨大的压力，武磊一蹴而就，

打破了国足面对澳大利亚 8年的进球
荒。而整个世预赛阶段武磊已打入 12
球，他的国足生涯 6次主罚点球，全部
命中。最终双方 1比 1战平。

至此，国足结束了 2021 年全部比
赛，球员将返回国内征战推迟许久的
中超联赛。国足的下一场 12 强赛将
是 2022年 1月 27日，客场迎战日本队。

据澎湃新闻

武磊点球破门 国足战平澳大利亚

现场助威的中国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