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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智和在几天前的日本公开赛上如
“狼”一般的凶狠，接连掀翻三员国乒大将，
让这个自 12 岁起就处在风暴眼中的天才乒
乓少年更显嚣张，更让国乒上下倍感压力：
“狼”来了！
其实“狼”早就来了，在距离东京奥运会
只有 2 年的时候，国乒是时候想办法抑制来势
汹汹的对手的冲击了。
否则，明知“狼”来了，也无力抵御。

张本智和身处风暴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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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乒乓球世家

张本智和还差几天才年满 15 岁。这个
未成年的乒坛少年为人所识不仅仅因为他
习惯于在赛场内喊叫，更是因为他展现出了
远超出同龄选手甚至成年选手的技术能力
和自信。
张本智和 2003 年 6 月 27 日出生于日本
仙台，从 2 岁拿起乒乓球拍开始练球至今。
虽然年龄还未至弱冠，但球龄却已经有 10 多
年了。他的父母均来自中国四川省，原本都
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于 1998 年开始到日本
生活。2014 年 3 月，他和父亲张宇、妹妹张美
和三人一同加入日本国籍，并把原先的“张”
姓改为日本姓“张本”
。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母亲张凌曾是一名
非常出色的乒乓球运动员。过去曾与邓亚
萍、乔红并肩作战，一起参加过 1995 年在天
津举办的世乒赛，并多次在全国锦标赛中获
得冠军。
在前不久日本媒体的一次采访中，张凌
被问到为何让张本智和加入日本籍，她作了
这样的回答，
“虽然我们是中国人，但是孩子
是在仙台出生长大的，张本智和可以说就是
日本人，有很多日本朋友，因此我们作出了
（让张本智和加入日本籍的）决定。”可想而
知，此话一出，立刻又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口
诛笔伐，
什么忘本啊，对中国不友好啊……
当初张凌他们作出让张本智和加入日
本籍的决定，实际上是相当纠结的，可以说
跟很多中国父母一样，在继续正常的学业和
从事专业训练之间，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
择。
值得一提的是，张本这个姓中的“本”是
入籍后，张本智和的父亲特意加的，意思是
不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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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张扬比赛爱吼惹非议

在比赛中，
肆无忌惮地大声喊叫已成了张
本智和的标签，
甚至在获胜后倒地打滚……
有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乒乓球队已经
在限制张本智和比赛中大吼的情况。日本
男乒主教练曾向张本发出“禁止令”，要求他
不要随意大吼，而是“在关键球时刻才吼。”
不过有日媒认为，只要不违反乒乓球比赛规
则，没有必要做出这种限制球员个性的规
定。
有网友说：
“日本人就爱中庸，看不得个
性张扬，难怪体育事业难有大作为。”还有人
说：
“ 作为传统的日本人确实看不惯这种会
被人误会是挑衅的大叫，但如果不违反规
则，就那什么吧。”也有球迷表示：
“他还只是
14 岁，舆论太苛刻了。说到底，还是因为另
外的一些原因故意找茬。”
“另外的一些原因”，主要是张本智和的
特殊身份。这位出生于仙台的孩子，父母都
来自中国四川。中国球迷不待见他，因为他
更换了国籍，而随着他在赛场上的战绩越来
越突出，他在日本球迷和日本社会里的影响
力越大，受到的相应的非议和压力也随之而
来。
这个华裔神童已经成为搅乱世界乒乓
球格局的最大黑马！但尴尬的是，尽管他
“征服”了国乒却不被日本无条件信任，央视
杨影在日本公开赛男单半决赛时就揭开幕
后真相：
日本更希望培养本土优秀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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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内四次力挫国乒猛将

6 月 10 日，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男
单决赛中，
张本智和 4∶3 击败张继科，
夺
得冠军。
加上此前八分之一决赛爆冷淘
汰马龙，
年仅 15 岁的日本小将在中国和
日本公开赛中已经连续击败三名国乒
主力，其中包括马龙、张继科两位大满
贯选手，
这足以引起国乒将士的警惕。
回看这位“乒乓神童”近几年的战
绩，他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在 2015
年 10 月的波兰公开赛中，张本智和首
次杀进男单正赛，成为乒联公开赛男
单正赛最年轻的球员。当时在正赛第
一轮，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 4∶0 轻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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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张继科一度以 3
比 1 领先，但终因心力不足与冠军失之
交臂。这也是 8 天内张继科连续第二
次败给这位小将。
算上张继科，
张本智和已经先后战
胜过 5 位
“世界第一”
。除了萨姆索诺夫
和波尔之外，
其余三人分别是中国队的
马龙、
樊振东、
张继科。张本智和在短短
3个月内连续战胜3名中国乒乓球超级选
手，
他毫无疑问是国乒男队东京奥运会
卫冕冠军的最主要威胁之一。
“我有能力
和中国队选手争夺大赛金牌。
”
张本智和
口中的
“狂言”
正在一点点逼近现实。

必胜的信念 顽强的斗志

一个 15 岁的孩子，接二连三把国
乒主力掀翻，这很难用偶然二字来总
结。在赛场上，张本智和必胜的信念、
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显露无疑。目
前来看，张本智和已经初步具备和国
乒主力选手分庭抗礼的实力，然而比
实力更可怕的是他的野心，他曾在多
个场合表示了自己要努力战胜中国选
手，
夺取东京奥运会金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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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点人物扫描
陨落在“死亡边境”的白衣天使

枪声响起，21 岁的生命戛然而止，拉赞·纳
贾尔身穿白大褂、面带笑容的形象永远凝固在
巴勒斯坦人的脑海中。
纳贾尔是一名普通的巴勒斯坦女医疗志愿
者，日前在加沙地带边境冲突中救助伤员时被
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中身亡。
纳贾尔的母亲说，女儿常把“我是巴勒斯坦
人，
我要帮助同胞”
这句话挂在嘴边。
纳贾尔的同事法里斯·卡德拉回忆说：
“纳
贾尔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之一，总是冒着危
险去挽救别人的生命。”
6月1日，
冒着呛人的催泪瓦斯和枪弹，
纳贾尔与
同事们来到边境隔离栏附近，
正当他们救助一名受伤
的巴勒斯坦人时，
以军的子弹击中了纳贾尔……
卡德拉强忍眼泪讲述：
“ 子弹击中她的胸
部，
从后背穿出。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纳贾尔“是巴勒斯
坦的烈士，是人道主义事业的烈士”。巴勒斯坦
民众把她的照片做成“天使”模样，在社交媒体
上广为传播以示纪念。

宗庆后：中国最“笨”的首富

先后战胜过 5 位
“世界第一”

但真正的顶尖高手，从来都能将
技术特点和速度完美结合在一起，
张本
智和 4 比 0 完胜张继科也不仅仅依靠速
度。对此，比张本智和大 6 岁的樊振东
感同身受。在今年 4 月亚洲杯小组赛
上，
国际排名刚刚跃升世界第一的樊振
东以 1 比 3 不敌张本智和。后者球路变
化丰富、攻防速率快，让樊振东一时无
所适从。作为大满贯选手，
张继科知耻
后勇，
希望利用经验和苦练逐渐找回状
态。但自从里约奥运会以后，
张继科的
训练并不系统，
相继缺席了多项重大赛
事，
包括今年瑞典世乒赛团体赛。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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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这位比自己整整小一轮的球员，不
过当时他仅读小学六年级。令人始料
未及的是，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位曾经
的手下败将，却在今年日本公开赛中
给了国乒队长一记当头棒喝。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
马龙并不是
张本智和在日本公开赛中击败的唯一一
名国乒选手。
早在第一轮比赛中，
这位日
本新星就以4∶0淘汰了周雨。
算上一周前
在中国公开赛上首轮横扫张继科，
张本
智和在短时间内连续击败三名国乒球
员。
而在之前的亚洲杯上，
他还曾以 3∶1
战胜过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

人物

刘国梁曾对张本智和表达过特别
的关注，
“张本智和将会是我们面临的最
大变数。
他在现有年龄段取得的成绩和他
对乒乓球的热爱，
单纯从打球上来说，
我
们现在同年龄段的球员是没有优势的。
”
相信经过这几次的失利，
张本智和必然会
成为国乒的重点研究对象，
对他的技术特
点和实战打法更加深入地了解，
知己知彼
才能做到百战不殆。

在最近一期的《朗读者》舞台上，
杀出了一个重
量级的嘉宾，
他的重量，
可不仅仅是迄今为止唯一一
个能做到全文背诵的朗读者。
比博学强识更
“吸引人
的”
，是他的身份——中国最“笨”的首富！
宗庆后说：
“所谓的首富不过只是虚名一个，
什么也带不来，
什么也带不走，
其实有的人是怕被
评上首富的，
评上就被盯牢，
接着可能就坐牢去了，
我的钱没偷没抢，
是那么多年一分一厘赚出来的。
”
直到今天，不少人忙着上市贷款融资，而宗
庆后津津乐道的，却是娃哈哈“不欠银行一分
钱”；十几年来，宗庆后捐款数额多达数亿！这些
钱都用在教育和贫困地区建设上。
经历了早年的贫穷和如今的辉煌，宗庆后
用汗水，书写了古人口中的君子本色，用行动，
撑起民族经济的脊梁，更用自己的品格，在中国
的富豪榜单上，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
字！

盼了 9 年，洋义工拿到“中国绿卡”

“他正在走向世界巅峰”

他已经成为国乒劲敌，甚至超越
两年后的东京正是张本智和运动
了刘国梁给他定义的“神童”初级概
生涯的黄金期，届时马龙、张继科都已
念，
他的表现也的确出色。
年龄偏大，
而樊振东能否真正成为顶梁
日本媒体指出，多年来，
“ 战胜中
柱还是未知数，
乒坛上这场与日本的较
国队”一直是日本选手喊不停的口号， 量到底如何演绎，
还要看东京奥运会前
“但从眼下的形势看，张本已经基本达
双方一次次的实战较量和对策博弈了。
到了这个目标”，他也宣言自己是国乒
作为日本乒乓球队冲击 2020 年奥
杀手，
“ 我相对比较擅长对付中国选
运会金牌的
“秘密武器”
，
张本智和已得
手”，所以对于张本而言，比起打败中
到了在世界杯、
世乒赛等重大赛事中磨
国选手，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那就
砺的机会。因为年轻，张本智和的状态
是坐上世界王者的宝座，彻底统治世
时有起伏，但从技术层面来说，他已跻
界男子乒坛。张本也表示今后的自己
身世界强手之林。在中国公开赛上，张
只会越来越强大：
“为了拿到东京奥运
继科被张本智和以 4 比 0 横扫的画面令
资格，必须世界排名要在日本队里排
中国球迷记忆犹新。张继科当时坦言，
前两位。我肯定要拿到第一的位置，以 “现在和他（张本智和）打比赛，不是说
日本头号男单的身份出战奥运并夺
技术上输多少，
主要是速度上跟不上。
”
冠。”而张本近期的目标是要在明年的
国际乒联官网称：
“ 他正在走向世
世锦赛首次摘得男单桂冠。
界巅峰”
。
（坪土）

54 岁的吻纸龙最近满心欢喜，他怀揣 9 年的
梦想终于实现了：5 月 31 日，拿到了中国绿卡，拥
有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他计划一年后申请中国
国籍，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吻纸龙来自美国，英文名叫 Brent。他还有一
个身份：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理事。至今，
他跟随坤叔助学已有 9 年，共资助了 11 名学生，
其中有两人已工作。他说：
“我非常热爱中国和东
莞，我想为中国的社会做点有用的事。”在妻子阿
慧看来，
吻纸龙性格温和，
为人简单。
接下来，
吻纸
龙打算认真学习中文，
为申请中国国籍做好准备。
拿到绿卡后，吻纸龙便拥有了在中国的永久
居留权。不过，他仍有遗憾。目前，吻纸龙的中国
绿卡“国籍”一栏写的是：美国。他下一步计划是：
一年后申请中国国籍，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人。为此，他下定决心，开始认真学习中文，
“可
能到时要面试吧，现在提前做好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