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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甘
露）0：5，中国女足在东京奥运会
的首秀有些难看。7月21日，东
京奥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队迎
战巴西队，上半场 12 分钟里连
丢两球，下半场依然没有太大起
色，最终 0：5 不敌巴西队，未能
实现开门红。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12支女
足队伍被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
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
第三名将晋级八强。中国队与世
界排名第四的荷兰、第七的巴西
和第104位的赞比亚队同组。

5 年前的里约，中国女足同
样是率先打响奥运首战，对手同
样是巴西女足，那一场中国女足
0：3告负。巴西女足近年来实力
有所减弱。历史上，中国女足12
次面对巴西女足，战绩1胜6平5
负，唯一一次取胜是 1996 年亚
特兰大奥运会半决赛。两队最
近一次交手是 2019 年四国赛，
两队常规时间踢成0：0，最后点
球大战中国女足 4：2 击败对手
夺冠。

首战巴西，中国女足开场不
到 10 分钟就城池失守，巴西 35
岁老将玛塔推射得分。当时，李
晴潼后场带球被抢断，比阿特丽
斯左侧传中到后点，德比妮娅小
禁区头球攻门击中横梁弹出，中
国女足解围不远，跟进的玛塔补

射打进，巴西女足1：0领先。第
21分钟，中国女足还没有从丢球
阴影中走出来。比阿特丽斯横
向盘带后突然一脚爆射，门将彭
诗梦扑球脱手，门前的德比尼跟
上轻松推射空门得手，帮助巴西
女足2：0领先。短短12分钟，中
国女足连丢2球。

下半场，中国队有不少机会，
4次击中门柱门框，但始终与进球
无缘。巴西队则“大开杀戒”，第
73分钟，玛塔一脚犀利的远射，为
巴西女足再进1球。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5次参加奥运会的玛塔
为国家队攻进的第106球。

作为足坛常青树，玛塔在职
业生涯中6次当选“世界足球小
姐”，并在 2004 年和 2008 年两
届奥运会中收获银牌。在巴西
女足公布本届奥运名单时，得知
入选的玛塔激动得落泪：“我无
法用言语来形容有多么高兴。”
本场比赛的两个进球，让玛塔成
为女足史上第一个五届奥运会
都进球的球员。

最终，中国女足0：5不敌巴
西女足，无缘开门红。

此战之后，中国女足净胜球
变成了-5，这样一来，其出线形
势不容乐观。7月24日，中国队
将迎战小组最弱对手赞比亚队，
后者在21日的比赛中3：10不敌
荷兰队。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获得
2032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

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 国
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21日在
日本东京投票选出2032年夏季
奥运会举办地。作为本届奥运
会的唯一候选城市，澳大利亚昆
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毫无悬念
地获得举办权。

由于当天只有一个候选城
市，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投票环节
只有三个选项：支持、不支持、弃
权。投票结束不到5分钟，巴赫
就重新回到主席台宣布：第 35
届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布里
斯班。

听到结果之后，身在会场的
澳大利亚代表团高声呐喊庆
祝。而远在布里斯班的当地民
众，也通过视频连线第一时间收
到好消息。提前11年获得奥运
举办权的布里斯班，也将成为继
墨尔本和悉尼之后，澳大利亚第
三个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城市。

此前，包括匈牙利首都布达
佩斯、德国的莱茵-鲁尔地区以
及卡塔尔首都多哈等，都曾公开
表示过举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
的意愿。

为了让申奥更灵活、更节
俭、更有针对性，国际奥委会在
2019 年修改了奥运申办规程，
其中最大变革是分别组建“夏季
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和“冬季
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成员相
对固定，以取代过去的“评估委
员会”，负责向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推荐多个或者单个候选城市。

此外，举办地的选举也不再
是以往的提前 7 年。这种时间
的灵活，其实早在洛杉矶提前
11 年获得 2028 年奥运会举办
权就已经体现出来。

今年2月，国际奥委会召开
执委会，通过了“夏季奥运会举
办地委员会”对布里斯班举办
2032年奥运会的推荐。国际奥
委会随后开始与澳大利亚就
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事宜进行

“针对性对话”。这种对话并不
意味着布里斯班已获得举办权，
而是双方共同探索如何让奥运
更好地助力当地发展。

经过“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
员会”的详细评估，布里斯班满
足所有办奥要求。今年6月，国
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向本次全
会提议由布里斯班举办2032年
奥运会。

在奥林匹克运动遭受疫情
冲击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
对 2032 年奥运会的支持被认
为是布里斯班脱颖而出的关
键因素。此外，当地舒适的气
候和对现有场馆的充分利用，也
得到肯定。

布里斯班获得2032年奥运
会举办权，也离不开国际奥委会
副主席、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
翰·科茨的积极争取。71 岁的
科茨也是国际奥委会东京奥运
会协调委员会主席。

美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
是首轮焦点战。自1996年女
子足球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
以来，六届奥运会美国队五
进决赛、四夺金牌，并在2019
年法国女足世界杯上实现卫
冕，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瑞
典队目前世界排名第五，两
年前夺得了法国女足世界杯
季军。2016 年里约奥运会
上，瑞典队带走了一块银牌。

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上，
美国队爆冷无缘四强，当时
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她们的，
正是瑞典队。

两支劲旅在东京奥运会
小组赛首轮相遇，最终比分却
令人瞠目结舌。瑞典队3：0大
胜美国队，给了意图报里约“一
箭之仇”的世界冠军当头一棒。

同组另一场比赛中，澳
大利亚队2：1战胜新西兰队。

另一个小组的比赛中，东
道主日本队 1：1 战平加拿大
队，英国队2：0击败智利队。

女足第二轮比赛将于24
日进行。奥运会男足首轮较
量将于 22 日展开，上届奥运
会冠亚军巴西队和德国队狭
路相逢。 据新华社

对于首场 0：5 输给巴西女
足，中国队主帅贾秀全表示失利
责任全在自己。他同时代表中
国女足对郑州暴雨受灾群众表
示慰问。

“我想跟国内球迷说对不
起，输球责任完全在我，跟球
员没关系。”21 日的赛后新闻
发布会上贾秀全首先说，“毕
竟还没有练到位，但我们会全
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比赛，只要
是我们姑娘在每一场比赛有进
步就好。”

当有记者问到中国队是不
是缺少运气时，贾秀全答道：“足

球有运气成分在内，作为主教
练，不想把失球、进不去球，归于
运气。一场球的胜负走向肯定
是倾向能力更强的队伍，倾向于
更放得开、更豁得出去的那一
方。输球还是我们自身，还是主
教练问题。”

队员王霜首先恭喜巴西队
取胜，她表示，中国队给巴西队
制造了不少威胁，其中有 4 个
球打在门框上，“很显然，运气
不在我们这边，下面我们还有
两场比赛，我们会朝着小组出
线的目标努力”。

据新华社

中国女足5球惨负巴西
全场4次击中门柱门框运气欠佳

贾秀全：责任在我，没练到位

出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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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足爆大冷 0∶3负于瑞典

中国男子三人篮球国家队队员胡金秋：

期待与世界第一交手

胡金秋在训练中。新华社发

7月21日，中国队球员王霜与巴西老将玛塔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四川注册球员、中国男子三
人篮球国家队队员胡金秋7月21
日现身东京青海城市运动公园，
他训练后对记者表示感觉很兴
奋，三人篮球和 CBA（中国男篮
职业联赛）最大的区别就是转换
极快，对短时间爆发能量的要求
很高。

21 日是球队到达东京的第
三天，胡金秋表示住宿和吃饭
都很好，感谢东京奥组委的大
力支持。胡金秋在 CBA 是当

仁不让的球星，并在上赛季入
选了联赛国内球员第一阵容。
谈到“跨界”来打三人篮球，胡
金秋表示，虽然都是篮球比赛，
但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完全不
同，最大区别就是规则：三人篮
球单次进攻时间为 12 秒，只要
对方球进，另一方拿到球就开
始计表。而且比赛中教练不能
在场边进行指导，所有的战术
调整和临场应变都需要球员自
己完成。

24日，中国男队将迎来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首 个 对 手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
塞 尔 维 亚 队 。 胡 金 秋 表

示，非常期待与塞尔维亚队的
比赛，希望打出自己的风格特
点，全力以赴去拼对手。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