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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今晚，国足将在
武汉面临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之战，
非胜不可且最好赢乌兹别克斯坦两
球以上的国足唯有强攻才能赢得理
论上的一线生机。

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最后
两轮，A组各队的积分变化仍有多
种可能性，而国足理论上的一线生
机从自身角度而言，一是必须在主、
客场连续击败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
尔队，二是在主场尽量要赢乌兹别
克斯坦两球以上，这样才能将目前
与对手相差的4个净胜球拉平，并
在总进球数上取得比乌兹别克斯坦
多一个的优势，然后就得看同组其
他对手的交战结果。

此外，A组的形势还有一个小
概率的变化可能，即等待国际足联
对伊朗队处罚球员一事的调查结
果。据外电报道，伊朗队最近因为
对两名国脚舍贾伊和哈伊萨菲处以
终身禁赛而引来国际足联的关注，
国际足联发言人称，将要求伊朗足
协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如果伊朗队
真因为“政治干预足球”而被处罚，
则情况可能又会变化。

从国际足联统计的交锋记录
看，中乌两队在过去11次A级赛事
较量中，中国队以4胜1平6负略处
下风，其中就包括12强赛首回合交
锋时国足客场两球告负。而在国际
排名上，这支中亚劲旅以第64位高
于国足的第77位。但国足也具备
了击败对手的实力。在2015年亚
洲杯上，中国队就曾令人信服地以
2：1逆转对手，提前小组出线。

简言之，目前积6分在A组垫
底的国足出线希望已经无限接近于
零，但这支队伍应有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言弃的精神，在这次世预赛12
强赛的最后一个主场，国足应有倾
力进攻求胜图存的决心和勇气，这
样才能增大一些取胜的概率。

按照射击比赛规则，决赛是淘汰
制，8名选手每人先打两组，每组5
发子弹，然后从成绩最靠后的两人开
始淘汰，每隔2发子弹淘汰一人，直
到最后决出冠军。康宏伟第一枪只有
9.7环，全场最低，第二枪10.1环，
也并不高，于是只能从第八名的位置
往前追赶。第三枪10.9满环，之后
始终稳定在10环以上，可惜最终没
能填上前两枪留下的“坑”，站上了

第三名的领奖台。
康宏伟刚走下赛场，记者拉住他

问：“第一枪为什么这么差？”他回答
说这是自己技术环节上的顽疾：“这
是我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好像一
贯都是这样。比赛前介绍运动员的时
候，我们枪要下肩，挥手向裁判和观
众致意，每次我重新拿起枪后找感觉
都有点慢。另外，进决赛场后多少有
点压力。”康宏伟说，射击运动员最

好的境界是“人枪合一”，这样才能
做到最精准，“平时没解决好的难
题，想在关键时候去克服总是不太可
能的”。

对第三名的成绩，他认为还是比
较满意：“前一段时间训练水平不是
特别稳定，今天比赛发挥得算好了。
我的主项其实是步枪三姿3×40，不
过这次没报名，卧势项目也是临时决
定参加的。”

对铜牌收官感觉比较满意

全运会男子50米步枪卧射比赛昨天在天津团泊体育中心射击馆举行，
浙江队出战的两名选手朱启南和康宏伟都是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名将，不
过名头更响的朱启南在资格赛中排名第14位无缘决赛，甬籍选手康宏伟以
资格赛第三的身份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依然排名第三。“这次全运会后我想
退役了，今年1月我刚刚结婚，今天的奖牌打算送给妻子，算是补上‘七夕’
礼物吧……”来自象山的康宏伟说，等赛事结束要好好陪家人。

国足今晚迎战
乌兹别克斯坦

康宏伟出生于1988年，这已经是
他第四次参加全运会了，不过得到过
世锦赛、亚锦赛、亚运会和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等大赛金牌的他，没能在全运
会赛场上获得金牌，未免让人唏嘘。

康宏伟出道的时候，一路顺风顺
水：2002年浙江省第十二届运动会上
获两金，破两项省纪录，超两项全国青
少年纪录；2004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
标赛上获三项冠军，成为该赛事唯一
获三项冠军的选手；2005年十运会男
子3×40第七名，是前八名中唯一的

非国家队队员……但是之后，他在最
鼎盛的状态期间几次错过奥运会，也
没有在全运会中登上过最高领奖台。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康宏伟从
主项三姿项目转为主攻卧射项目，结果
不是很成功。2014年，他在世界射击锦
标赛上获得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3×40
项目团体冠军后，目标指向了里约奥运
会。然而国家射击队备战里约奥运会选
拔赛之前，他因故休假了一个多月导致
状态下滑，最终落选奥运名单。昨天，
康宏伟的启蒙教练虞利华在天津赛场

给弟子助威，在他看来，两次落选奥运
阵容成了康宏伟运动生涯的转折点。

昨天记者问“十多年来印象最深
的大赛是哪一场”，康宏伟说不是世界
大赛而是2009年的全运会。“记得很
清楚，那次比赛前我身体很不好，住院
十多天，也是这个项目，也是拿了块铜
牌。赛前有段时间都没有练，体重也
下降了10公斤。射击运动员很讲究

‘内感’，我们有时候也叫‘紧凑度’，一
旦身体状态不好，体重发生重大变化，
拿起枪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了。”

四次征战全运会两次夺牌

采访中，康宏伟也向记者表示打
算退役了，他说一共打了四届全运会，
离不开教练和体育部门的培养，当然
还有家人的支持。“当运动员都是这
样，训练、备战的时候需要全身心扑
上，顾不到家庭的。我今年1月18日
结婚后，至今和妻子也就见了三四次
面。今天自己的比赛结束了，接下来
几天留在赛场给队友们加油，做后

勤。等回到象山再给妻子一个‘七夕’
礼物吧，我这块铜牌就当作礼物送她
了。”康宏伟说。

不过在虞利华看来，29岁的年龄
退役有点可惜。“你看这次全运会上夺
得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的谭宗亮已
经46岁了，今天男子50米步枪卧射
冠军李嘉弘也比康宏伟大好几岁。可
能是康宏伟觉得累了，去年他就和我

说过有退役的念头，我当时建议他继
续坚持。不过射击不能有杂念，心不
静了就很难再出好成绩。”

康宏伟也坦言，自己对未来没有
明确的思路，“全运会结束先回宁波好
好陪陪家人，然后仔细考虑今后的打
算”。

特派记者 戴斌 文/摄
本报天津电

康宏伟说这次打完想退役

全运会步枪卧射得铜牌
宁波选手康宏伟：

奖牌送给妻子
算是七夕礼物

康宏伟走下赛场康宏伟走下赛场
接受了记者采访接受了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