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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毛：有机会想参加奥运会
玉树地震孤儿来京练举重 市运会夺冠畅想未来
日前， 在北京市第十五届运动会举重甲组女子 48 公斤级比赛中，15 岁的藏
族姑娘西毛代表西城区出场，以总成绩 105 公斤轻松夺冠。 从 8 年前玉树地震幸
存的孤儿，到如今登上市运会舞台，西毛正努力地“举”起自己的未来。

“选择举重，我会坚持下去”

2010年 4月 14日清晨，玉
树的那场地震让无数民房倒塌，
不少人在瞬间阴阳两隔，其中包
括了西毛和她的父母。当时年仅
7岁的西毛成为孤儿。随后，在中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益
童成长中心的救助下，西毛来到
北京生活学习。她见到的最亲的
人就是中心的班主任何江萍女
士，西毛也管她叫何妈妈。

生活习惯的不一样和失去
父母的伤痛，一度让西毛有些
闭塞。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何
江萍发现孩子身体素质不错，
而且很有力量，于是就推荐给
了西城区少年儿童业余体校的
举重教练康文静。康教练听说
了孩子的身世，给予了西毛无
微不至的关爱。康文静说：“ 我
们是在 2015年认识的。大家都

非常支持我们大力培养西毛，
想让孩子成材。”
西城区少儿体校为西毛免
费提供食宿，教练员训练也是免
费。西毛说：“玉树地震后，我来
到北京，上完小学六年级后，我
接触到了体育。我比较喜欢体育
运动，来到体校，感觉自己比较
适合举重。既然我选择了这个专
业，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来到北京，我变得开朗了”

2016年，西毛被首都体育学
院附属竞技体校二级举重班录
取。训练中她认真刻苦，进步明
显，2016年获得北京市举重锦标
赛 44公斤级第一名，2017年在
全国中学生锦标赛 48公斤级比
赛中获得第四名，2017年在北京
市举重锦标赛上赢得冠军。西毛
说：“我现在首先是想通过二级运
动员考试，练得好的话就可以达
到一级。”

如今的西毛乐观积极，她
说：“我以前不怎么爱说话，性格
比较内向，来到北京后，我变得
开朗起来。练习体育项目之后，
自己也比较爱和别人交流了。以
前我的家在青海玉树农村，生活
和学习条件都比较差，从小就帮
助家里干活儿。因此，我现在十
分珍惜练习举重的机会，练习得
也比较刻苦。”
康文静说：“我们观察了这个

孩子，她身体条件和意志品质都
很好。刚接触举重的时候，身体也
很灵活，各方面的身体条件都很
符合练体育的条件。刚开始我们
就是让她接触体育，后来慢慢开
始培养她练举重，而且也觉得她
很适合练举重。西毛刚参与进来
时，什么都不会，甚至都不知道杠
铃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地教，一项技术一项技
术的抠，手把手把西毛练了出来。”

“教练心愿，盼她健康成长”

让西毛更感动的是大家对她
无私的爱和关心：
“我已经来北京
8年了，在这儿比我在青海待的
时间都长，北京已经成为了我的
第二个故乡。从 2015年开始练
举重，教练盯得比较紧，自己练得
也认真，平常练好了比赛时就不
会紧张。”举重是一项相对枯燥的
体育运动，西毛说：“举重是比较

枯燥，但我没有想过放弃。毕竟一
开始是因为喜欢，自己才选择了
举重，练多了就习惯了。”
对于孩子未来的规划，康文
静表示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西
毛则充满自信：
“我可以通过举重
来改变我的命运，靠这个项目走上
和其他同龄人不一样的道路，如果
发展顺利，未来希望自己有机会参

西毛在赛场自信展示金牌。

加奥运会。”而在康文静眼里，有比
成绩更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她是
一个很健康的孩子，一个很努力的
孩子，一个很阳光的孩子，这是我
们育人最大的成功。如今，西毛已
经把举重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在奋
斗。无论怎样，北京就是西毛的家，
希望西毛能够健康成长，这其实就
够了。”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中超前瞻

惨败过后 人和想求稳
今晚客战富力 主帅强调做好防守

今天，北京人和队将在中超
第 15轮客场对阵广州富力。在
上一轮比赛中，人和主场惨败，因
此也希望能够止住颓势。
希望拿到分数

“上周联赛我们大比分输给
了上港，对手实力很强，我们必须
尽快忘记这场比赛。”分析不敌上
港的原因，主帅路易斯表示，“这
场比赛我们要总结很多东西，比
如上半场两个定位球丢球，我们
需要注意力更集中。后面的丢球
是对于对方反击点的控制不太
好。”广州富力与北京人和（含贵
州人和）在中超历史上共有 8次
交手，富力 3胜 1平 4负略处下
风。不过在双方最近的三次交手
当中，富力 2胜 1平保持不败。
路易斯说，
“明天踢富力会非常艰
难，对手主场成绩不错。我们需要
做好自己的防守，至少拿回一分。
现在两支球队都是 19分，希望
我们可以拿到分数。”

本赛季两支球队在前 14轮
都取得 5胜 4平 5负的成绩，同
积 19分排名联赛第八九位。北京
人和进 12球失 17球，广州富力
则进 26球失 28球，两支球队在
攻防两端都有各自短板。富力阵
中有上赛季金靴扎哈维，对于他
的防守，路易斯说：
“扎哈维是一名
顶尖水平前锋，他的射门、抢点，包
括从边路向禁区包抄都很出色，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盯防他。”
人和不能放松

作为升班马，北京人和经历
赛季初的适应之后，近 8轮取得 4
胜 3平 1负的佳绩，其中包括主
场 2比 0击败广州恒大，并接连
逼平了河北华夏幸福、山东鲁能
和江苏苏宁三大豪门球队，还曾 3
次零封对手。直到上一轮，北京人
和主场 1比 5惨败上港。
作为中超新军，对于球队上
半赛季位列积分榜中游的表现，
路易斯坦言：
“前十四轮的成绩比

较满意，总体做得都不错。但足球
这个运动都是一场场踢下来的，
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所以我们
会尽全力打好明天的比赛。”曹永
竞受到 U23征召，对于比赛是否
有影响，路易斯说：
“曹永竞从去
年到现在有很大的进步，他是重
要的一员。明天的比赛会有多大
影响很难说，可能在换人的自由
度上会有一点影响。”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羽球世锦赛

国羽继续全线奏凯
何冰娇开门红 四对混双均晋级

正在南京进行的 2018 望，在突破上届名次的基础
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结束第 上，争取更好的成绩。
二比赛日争夺，出场的国羽选
手再度收获全胜。
黄雅琼求带飞
混双第二轮昨天打响，四
何冰娇回福地
对中国组合悉数出战，头号种
何冰娇昨天在女单第二轮 子郑思维 / 黄雅琼被安排在
迎战中国香港老将叶■延。由 1号场地第一场，两人面对俄
于首轮轮空，昨天是她在本届 罗斯选手德里米 / 迪莫娃，以
世锦赛的首战。何冰娇很快进 21比 13和 21比 10轻松获
入状态，以 3比 0开局，随后逐 胜。谈到在南京的首秀，国羽
渐扩大优势，以 21比 11先声 两位年轻选手均表示兴奋多
夺人。第二局，叶■延加强攻 于紧张。“还是很适应南京的
势，前半局比分始终没有拉开。 场馆，第一场的状态调动到了
后半局，何冰娇在 11比 14落 百分之七八十，但还是希望接
后的情况下连追 5分，并在局 下来的比赛在开局的时候可
末把握住关键分，最终以 21比 以进入状态更快点。”郑思维
17锁定胜局，赢下开门红。
说道。黄雅琼则表示：
“世锦赛
2014年青奥会，何冰娇 是除了奥运会之外最大的比
曾在南京夺冠，此次重回故 赛，我的搭档已经是世界冠军
地，她也希望这块福地能给自 了，希望他能带着我飞。”
己带来好运。第二次参加世锦
其他三对国羽组合则赢
赛，何冰娇坦言没有太多压 得有惊无险。二号种子王懿律
力，
“对我来说动力更大一些， / 黄东萍打满 3局战胜一对
在自己主场放开手脚去拼就 印尼组合；张楠 / 李茵晖第二
好了。”本届首秀，她给自己打 局 25比 23艰难胜出，2比 0
了 88分的吉利数字，“第二局 赢得首胜；第一次参赛的何济
是顺风，分出了一些精力在风 霆 / 杜■则逆转击败中国台
向控制上。”去年第一次世锦 北的李洋 / 许雅晴。此外，何
赛，何冰娇止步前两轮，昨天 济霆上午与谭强搭档出战男
她成为国羽第一个晋级 16强 双，仅用 25分钟就以 2比 0
的女单选手，今天将与越南的 战胜越南的杜俊德 / 范鸿南。
阮翠玲争夺八强。小姑娘希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