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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嘉：骑士的梦想就是为国争光
“省队市办”的浙江省马

术队2018年落户宁波后，短
短数年便开花结果：由宁波
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输送的张
兴嘉，在2019年全国马术场
地障碍锦标赛上，与队友携
手获得团体金牌，实现浙江
马术项目历史性突破。同
时，张兴嘉也参加了东京奥
运会各项马术资格赛。

今年6月21日，中国马
术协会公布中国马术队东
京奥运会参赛名单，张兴嘉
进入场地障碍项目阵容。

东京奥运会马术场地
障碍赛比赛时间为：个人，
资格赛8月 3日 18:00-21:
45，决赛 8 月 4 日 18:00-
20:40；团体，资格赛8月 6
日 18:00-21:05，决赛 8 月
7日18:00-20:20。

张兴嘉的奥运之路远非一
帆风顺。

2019年8月13日，中国马
术队传来捷报，张兴嘉在荷兰
举行的国际马联东京奥运会
场地障碍团体资格赛中，帮助
中国队取得了珍贵的东京奥
运会入场券。

2020 年因为疫情，东京
奥运会延期，国际马术联合会
推出新规，要求此前已获奥运
资格的骑手，必须于2021年6
月21日前再次通过奥运达标

线以证明仍旧具备参赛水
平。新规出台之际，张兴嘉正
孤身一人在比利时学习、训
练，要重新“冲奥”困难大增。
2020年8月底，他参加了在布
拉格举行的国际马联（FEI）三
星级场地障碍国家杯，张兴嘉

“搭档”For Passion D Ive
Z参赛，并以8罚分顺利完赛，
再次成功通过了东京奥运会
场地障碍赛MER线（奥运达
标线），成为国际马联推出新
规定后，中国首对通过马术比

赛MER线的人马组合。
今年5月30日，东京奥运

会马术场地障碍项目达标赛在
比利时的利尔举行，共有来自
中国、约旦、阿根廷、叙利亚、以
色列和乌克兰6个国家的15对
人马组合参加。张兴嘉与另外
一匹马Cevrine du Banney
Z 在第 5 位出场，同样通过
MER线。

张兴嘉由此成功入选东
京奥运会阵容，成为浙江首位
参加奥运会的马术运动员。

对于首次奥运之旅，1999
年出生的张兴嘉非常期待：

“非常激动能出征东京奥运
会，我会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他说，为国争光是国家马术队
每一个骑士的梦想。

张兴嘉的父亲张永贵痴迷
马术运动，受其影响，张兴嘉很
小就展现出了马术天赋，“他七
八岁的时候就敢骑马了，我也
有意识地把他往这个方向培
养。”张永贵说，儿子读初中时
开始了专业的马术训练。

这自然要付出比别人更
多的努力。当时张兴嘉每周
六都要去上海练习骑马，周日
再回学校。为了不落下功课，
他只能挤出时间来补习。

2016年，张兴嘉参加浪琴
表国际马联（FEI）场地障碍世
界杯，比赛最后一天到很晚
才结束。稍事休息后，第二
天凌晨4点张兴嘉就赶到了
机场，为的是一早能赶回学
校上学。也就是在那次比赛
中，张兴嘉一马当先，以零罚

分的出色表现，在自由路线
赛中拔得头筹，从此一战成
名。这样的成绩，也让父子
俩坚定了信心。

一场场高级别赛事纷至
沓来，然而，连续比赛让年仅
十几岁的张兴嘉有些不适
应，一度还进入了瓶颈期。

“感觉自己没什么进步，比赛
中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
绩，但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张兴嘉说，如今自己的坚持终
于得到了回报。

2016年，张兴嘉高中毕业，
他选择了到比利时上大学，因
为在那里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练
马术。他说：“以前都是周末练
习，现在可以每天都练，感觉很
好，进步也更快。”

2018年，浙江省马术队落
户宁波，张兴嘉成为其中一
员。第二年张兴嘉入选了国
家马术队。

国家马术队备战东京奥
运会的8名队员，前段时间分
别身处荷兰、比利时、英国三
地的中国马术协会境外集训
点，在专业外教的指导和保障

团队的支持下，进行着严谨高
效的人马合练。这是赛前为
数不多的人马合练时光，对于
因疫情导致人马分离长达18
个月的张兴嘉等队员来说，弥
足珍贵。

今年7月 13日和7月 19
日，三项赛和场地障碍赛的中
国马术队队员和马匹分别从
集训点启程，奔赴位于德国的
防疫隔离点集合，接受为期7
天的严格的赛前防疫检查。
随后两支队伍一行19人将于
7月21日和27日分别奔赴东
京。届时，中国马术协会、中

国马术队将根据队员最新的
人马状态进行排兵布阵，分别
确定奥运会马术场地障碍赛
和三项赛两个项目的参赛阵
容。

马术是唯一一项人与动
物共同配合完成的奥运项
目。张兴嘉说，在奥运舞台上
必须充分展示“骑士精神”，他
对奥运骑士精神是这样理解
的：“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尊
重生灵、热爱自然，更要心怀
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的爱和
责任。” 记者 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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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未开幕，足球先开赛

中国女足
今天下午对阵巴西队

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今天就将拉开帷
幕，是最早开始的比赛项目之一，赛程也几
乎贯穿整个奥运会。里约奥运会没能夺冠
的美国女足是东京奥运会夺金的最大热门，
而中国女足永远是中国球迷关注的焦点。
今天下午，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F组首场
比赛，对手是巴西队。

中国女足于17日从北京出发，经过约
20个小时的旅程后，于18日凌晨2时到达日
本宫城。18日上午，全队开始恢复性训练。
19日下午，全队继续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训
练，进行了分组对抗。

女足主帅贾秀全说，这两天队伍主要针
对第一场比赛做了模拟训练，希望能加深对
对手巴西队的了解，更加自信地把中国女足
的特点发挥出来。“目前队员精神状态非常
好，我们已准备好迎接比赛的到来。”他说。

对于从东京到宫城的衔接安排，贾秀全
对东京奥组委表示了感谢：“工作人员对我
们照顾无微不至，非常周到热情，包括给我
们配备了带卫生间的大巴，以及让我们在停
车场吃了便当（盒饭）。盒饭很用心，是中国
料理，菜品很丰盛，让我们很感动。”

在奥运会女足参赛队中，虽然中国队实
力并不占优，但球队近来在贾秀全的率领下
精神面貌和斗志有了较大改观，韧劲十足，中
国球迷有理由期待曾在奥运会上取得过辉煌
的“铿锵玫瑰”在本届奥运会上再度绽放。

20日，巴西队著名前锋、35岁的玛塔在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对于能够再次
参加奥运会感到非常高兴，球队已经做好了
迎战中国队的准备。“我甚至无法用言语形
容我有多么的高兴。球队已经准备好在球
场上发挥最高的水平，一场一场打好比赛。”
她说。

据悉，中国女足与巴西队比赛的赛场宫
城体育场是本届奥运会现阶段仅剩的几个
依然允许观众入场的场馆之一。

巴西队主教练皮娅·松德哈格也表示，
自己的球队已经为奥运会做好了准备。她
说，自从她2019年接任球队主教练以来，球
队的防守更加稳固，进攻也更有组织性。对
于与中国队的比赛，松德哈格表示，球队已
经尽力收集有关中国队的情报，队中曾经在
中国踢球的球员也提供了一些信息。“中国
队一直是一支技术性球队，一支优秀的球
队，一支作风顽强的球队。”她说，“如果我们
要赢，必须拿出最好的表现。”综合新华社电

遥控器
奥运会女足小组赛 中国VS巴西
今天15：50 CCTV5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