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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记者
王恒志 岳冉冉）东京奥运会女足小
组赛21日战罢首轮，中国女足0:5
惨败于巴西队脚下，世界排名第五
的瑞典队爆出当日最大冷门，在强
强对话中3:0完胜世界排名第一的
美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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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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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比赛中国队大多数
时间被对手压制，虽然也制造了一些

机会，但多次击中门框，始终与进球
无缘。巴西队则“大开杀戒”，以5:0
的悬殊比分结束战斗。中国队主帅
贾秀全赛后将输球责任全部揽在自
己身上，表示下面会全力以赴。

下一轮中国队将迎战小组最弱
对手赞比亚队，后者当日3：10不敌
荷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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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今天的对手瑞典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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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奥运会金牌大户，东京奥运
会游泳包括游泳、马拉松游泳、跳水、
花样游泳和水球五个项目。在泳池
里，美国队将与澳大利亚队交锋，欧洲
强队各有所长，中国队也有机会摘金；
在跳水项目中，中国队将继续捍卫“梦
之队”的美名。

美国游泳历来人才济济，里约奥
运会泳池大战收获16金8银9铜，东
京奥运会派出49人的庞大队伍，居各
队之首。在今年的世界排行榜上，美
国选手在20个项目中占据前三，8个
项目排名首席。作为美国游泳的代表
人物，莱德茨基是女子中长距离项目
霸主，800米和1500米自由泳均列今
年世界第一，400米自由泳排名世界
第二。德雷塞尔则是男队的最大亮
点，他在2017年和2019年世锦赛分
别收获7金和6金，拿手项目是50米
和1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再加上
接力，有望成为东京奥运多金王。

澳大利亚队在里约收获3金4银
3铜，本届奥运会派出35人出战，手握
9项世界排名第一，女将尤其强悍：蒂
特姆斯领跑200米、400米自由泳，力
压美国泳将莱德茨基；麦克基恩的50
米和100米自由泳，麦基翁的100米、
200米仰泳和200米混合泳等都是澳
大利亚队的夺金点。

中国游泳队派出30人的精干部
队，力争改写上届1金2银 3铜的战
绩。队伍的夺金最大热门当属张雨
霏，她的200米蝶泳今年世界最好成
绩，100米蝶泳世界排名第二。张雨
霏还是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
主力，她与徐嘉余、闫子贝、杨浚瑄在
去年国庆期间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创
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次在东京，他们
将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强队“硬
碰硬”。

男子方面，曾经在 2017 年和
2019年世锦赛上获得两连冠的徐嘉
余，今年的100米仰泳比赛成绩没能
挤进世界前五，但是经过赛前调整，力
争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实现奥运冠军
梦。名将汪顺也将在200米和400米
混合泳项目向奖牌发起冲击。

跳水项目，就是中国队的地盘
了。中国跳水队从1984年参加洛杉
矶奥运会以来，已为中国贡献40枚奥
运金牌，东京奥运会将续写辉煌。疫
情期间，队伍多次组织队内测验和奥
运选拔赛，运动员的状态始终保持“在
线”。由三位奥运冠军施廷懋、陈艾森
和曹缘领衔，以及世界冠军谢思埸、杨
健、王涵、陈芋汐、张家齐共10人组成
的实力战队，将向包揽8块金牌的目
标发起冲击。

（据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 记者
周欣 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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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负于巴西 美国不敌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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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主
首战大胜

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记者
陆睿）时隔13年重返奥运大家庭的
棒垒球项目21日开赛，率先在福岛
吾妻棒球场打响的东京奥运会垒球
循环赛首轮比赛中。卫冕冠军、东道
主日本队8：1力克澳大利亚，赢得开
门红。

开局澳大利亚队先得1分，之后
内藤实穗在第三局打出第一支本垒
打，日本队将比分改写为3比1。此
后日本队愈战愈勇，再次击出两个本
垒打，在第五局以7分的领先优势提
前结束比赛。

随后举行的比赛中，实力强劲的
美国队迎战意大利。曾帮助球队在
2004年雅典奥运夺得金牌、2008年
北京奥运斩获银牌的老牌投手卡·奥
斯特曼在前六局完成9次三振，为美
国队2:0锁定胜局。当天另一场比
赛中，首次入围奥运比赛的墨西哥队
0:4不敌加拿大队。

这是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
来，垒球时隔13年再次重返奥运舞
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女
子垒球首次被列为奥运会正式项目，
在举行四届奥运会后于 2012 年和
2016年离开奥运舞台。不过，垒球
已确定不加入下届奥运奖牌项目，此
次重返赛场或只是短暂回归。

本届奥运会垒球项目共有6支
队伍参赛，采用单循环赛制，排名前
两位球队争夺冠军。前两轮比赛定
在福岛吾妻棒球场，剩余比赛在位于
东京南部的横滨棒球场举行。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所有垒球比赛将采
取无观众的“空场”方式进行。

垒球项目22日将进行第二轮
三场比赛，分别是美国对阵加拿
大、日本对阵墨西哥、澳大
利亚对阵意大利。

2032奥运会
举办权花落布里斯班

据新华社东京7月21日电（记者王沁鸥
岳冉冉 姬烨）在东京奥运会的首个比赛日，
2032年奥运会举办权花落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21日在东京
举行。全会投票选出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
举办地。作为唯一的候选城市，澳大利亚昆
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毫无悬念地获得举办
权。在投票结束后不到5分钟，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宣布了这一结果。

提前11年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布里斯
班也将成为继墨尔本和悉尼后，澳大利亚第
三个获得奥运举办权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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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疑似服用可卡因

澳大利亚马术选手
被暂停参赛资格

据新华社悉尼7月21日电（郝
亚琳 刘诗月）澳大利亚马术协会
21日声明，澳大利亚场地障碍赛选
手杰米·克尔蒙德在药检中被发现
可卡因检测呈阳性，他因此被暂
停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澳大利亚马术协会在声明中
说，在澳大利亚体育操守管理局6
月26日进行的一次药检中，克尔

蒙德的A瓶检测样本被发现可卡
因代谢物呈阳性。这违反了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WADA)和澳大利亚的反
兴奋剂政策，因此，克尔蒙德将暂时无

法参加需要符合WADA规定的赛事，其
中包括东京奥运会。

⬅ 7月21日，中国游泳队队
员张雨霏在训练中。

⬇ 7月21日，女足中国队球
员王珊珊（右）与巴西队球员贝尼
特斯在比赛中。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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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球队员马龙在训练。

中国射箭选手魏绍轩（前）在赛前练习。

“允许观众现场看球”
是个大新闻！

据新华社日本宫城7月21日电（记者岳
冉冉 林昊）你或许永远想不到，“允许观众现
场看球”会成为新闻，而且是奥运会新闻！

考虑到疫情形势，日本政府决定奥运会
期间，东京地区及周边不允许观众入场。最
终，日本允许带现场观众的赛场仅剩三个：
宫城县与茨城县举行的足球赛，静冈县举行
的场地自行车赛。这意味着，奥运会其他项
目将“空场”。因此，中国女足与巴西女足的
小组赛因有观众成为新闻。

7月21日下午2:30，宫城体育场看台，
志愿者正在用抹布消毒座椅，而观众已迫不
及待落座。下午4:10，巴西队和中国队入场
热身，看台上全体观众起立、鼓掌。很快，背
景音也响起，录制好的球迷欢呼声达到最高
分贝，让你仿佛置身曾经满座的奥运赛场。

奥运花絮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中）在训练中指导球员。

➡ 这是7月21日
在青海城市公园拍摄的
三人篮球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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