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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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博尔特传奇的短跑
生涯即将落幕， 本周末田径世锦
赛将在伦敦打响， 博尔特将参加
100米和4×100米接力的比赛， 尤
其是100米将是他最后一次跑单
项比赛， 这位牙买加闪电能否完
美谢幕， 诸多强敌都希望能够在
博尔特退役之前在大赛上真正击
败他一次， 那么博尔特怎么看待
自己最后一次世锦赛100米比赛？
在被一位同胞记者问到如果世锦
赛失利后怎么办时， 博尔特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8枚奥运金牌， 11次世锦赛
冠军， 6次打破世界纪录， 博尔
特有着极为辉煌的职业生涯 ，
“被伟大的人民所认可， 感觉当
然很棒。” 在世锦赛前最后一次
参加品牌发布会时， 博尔特感慨
万千， 牙买加闪电曾经说过自己
就是传奇， 这话若是从别人口中
说出一定会觉得很傲慢无礼， 但
博尔特说出来却毫无违和感。

伦敦当地时间本周六， 博尔
特将最后一次跑100米比赛， 可
以预想到届时伦敦碗里眼泪横飞
的场景， 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
博尔特能不能以夺冠作为生涯的
谢幕。 自里约奥运以来， 加拿大
新星德格拉塞就一直声称要在伦
敦击败博尔特， 而他也被认为是
博尔特退役后男子百米新的王
者。 德格拉塞去年在里约奥运获
得100米季军和200米亚军， 本赛
季在超风速的情况下跑出过9秒
69的成绩。

其实博尔特与德格拉塞本可
能成为好朋友 ， 但后者却说出
“每个人都知道博尔特跑的已经
比以前慢了一些”， 不过博尔特
已经用在摩纳哥站的表现， 证明
了自己依然处在不错的状态， 依
然是最危险的对手。 在被问及与

德格拉塞的关系时， 博尔特表现
出一副莫不关心的样子， “我不
知道， 看到他时我会打声招呼，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没有他的
电话号码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只
是会打个招呼而已。” 看起来博
尔特也对这位后辈竞争对手保持
一定的距离。

对于德格拉塞是否是自己在
伦敦夺冠的最主要竞争对手？ 博
尔特只是耸了耸肩， “决赛时将
会有七位选手和我一起跑， 他们
都是最棒的挑战者。” 至于是否
看好德格拉塞未来的职业生涯发
展 ， 博尔特没有给出肯定的回
答， “我不知道， 去年他拿到了
一枚铜牌和一枚银牌， 让我们看
看未来会发生什么， 看看他能不
能有稳定持续的表现。” 每次被
问到类似的问题时， 博尔特总是
闪烁其词， 很显然他并不希望德
格拉塞毁了他的谢幕演出。

哪怕已经年近31岁， 博尔特
依然对自己充满自信， 他仍旧认
为自己是所有人都想要击败的那
个人， 如果输掉比赛会有怎样的
反应？ 对于一位牙买加记者的提
问， 博尔特显得非常不屑，“我不
敢相信你竟然会这么问我， 我没
有这样的问题， 也从来没有担心
过这个。”被自己的同胞提到可能
会输掉比赛，博尔特自然没好气。

此前摩纳哥站钻石联赛， 博
尔特跑出了9秒95， “世锦赛前
最后一次100米 ， 我跑出了9秒
95， 这显示了我目前状态不错，
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是世锦
赛 ， 我已经有了多次夺冠的经
验， 我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或许博尔特在
伦敦世锦赛已经被看衰， 但相信
他已经做好了让世人再次震惊的
准备。 （艾文）

被问世锦赛会输

博尔特： 你咋想的？

依依然然风风骚骚

昨天是柯洁20岁的生日， 拥
有这样一位天才棋手， 乃是中国
围棋之大幸事。 围棋是中国的国
粹， 但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韩国
棋手迄今拿到58冠， 我们目前只
有35冠， 还差23冠。 但目前中国
棋手势头非常惊人， 相信未来10
年中国队在柯洁的率领下， 完成
这个数据对韩国的总超越将不是
难事。

不用把柯洁生硬地拿出来与
之前的巨星相比， 因为时代不同
了。 柯洁最大的特点之一， 就是
个性十足思维活跃。 90年代初中
国围棋为什么被韩国人超越？ 主
要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思路太教条
太死板。 而当时以李昌镐为首的
韩国新锐， 下出的棋就是看似不
讲理的力战型围棋。

这些年随着中国围棋基础
的进一步普及， 再加上我们经济
的腾飞以及网络时代的助力， 越
来 越 多 的 天 赋 秉 异 的 围 棋 学
童 涌 现 ， 而且他们之中好多人
走的就是纯粹的力战型道路。 他
们在具备了相当专业基础知识和
能力之后， 按照自己对围棋的理
解和感觉， 自由地去发挥自己的

天赋。
柯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顶

级的棋手， 而他在面对AlphaGo
的时候， 还是经历了醍醐灌顶式
的 “头脑风暴 ”， “天外有天 ，
棋外有狗”， 当人类对围棋的理
解进入更深一个层面， 境界和认
识又将大有不同。

从世俗的角度看， 衡量一名
棋手的成就还是要看他的大赛成
绩 。 目前柯洁四个世界冠军在
手， 不过前辈古力依然以八冠位
居中国第一。 柯洁要超越前辈古
力， 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对目前
的柯洁来说， 拥有17冠的李昌镐
以及拥有14冠的李世石难不难
追？ 当今世界， 围棋世界大赛的
数量比10多年前、 20多年前多了
很多， 要说追韩国二李， 对柯洁
来说也并非难事。

当然柯洁在未来10年， 最重
要的任务是带动中国棋手一起努
力。 作为领军者， 不一定苛求他
非要拿绝对多的世界冠军头衔才
行， 他要保持相当的拿冠军的实
力和力度 ， 同时要能带动如檀
啸、 唐韦星等更多的小伙伴继续
集体爆发。 如果中国棋手在世界

大赛上保持着两三年的夺冠速
度， 追上韩国棋手的58冠， 可能
真要不了几年。

有棋友统计， 8月2日也是日
本籍棋手无世界冠军 （不包括亚
洲杯） 20周年， 这是一个很尴尬
的现实。 AlphaGo的出现， 这两
年让更多的西方人士认识并接触
到了围棋这一神秘的东方智慧艺
术。 如何把围棋推广到世界更广
泛的地区， 这或许也是未来中国
围棋人需要做的工作之一。 现在
还提围棋是 “东亚三国鼎立” 的
格局其实已经很勉强了， 日本这
一块瘸腿瘸得实在太厉害。

柯洁不仅要继续做中国围棋
的第一红人， 还应该在世界围棋
界树立自己的形象和个人品牌。
影响和鼓励包括日韩在内青少年
棋手， 继续在职业围棋道路上努
力奋进。 在对手越来越少的领域
里， 即使我们能长期称霸又能有
多大意思 ？ 只有对手也越来越
强， 当我们的棋手经常能在关键
大赛中靠发挥靠精彩的搏杀拿到
冠军， 才更有竞技意义以及观赏
意义。

（陈雒城）

让柯洁继续释放个性

本报讯 昨天 ， 结束了在昆
山的热身赛之后， 中国男篮蓝队
一行返回了北京。 而刚刚转会加
盟 首 钢 队 的 国 手 刘 晓 宇 也 接
受 了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的采
访， 他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在球
队的薪水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样
高， 在队内除了孙悦之外也不是
最高的。

刘晓宇首先感谢了上海队这
两年来给予他的培养和机会， 也
感谢了上海球迷的支持： “事情
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两个俱乐部
也都官宣了。 自己这边确实非常
感谢上海队这两年给我的培养和
机会， 上海球迷也确实给予了很
大的支持。 而现在来到了北京队
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状态， 有更
好的发挥去帮助球队。 在球队现
在这种情况下， 对自己来说既是
考验也是机会。”

谈到加盟新球队的目标， 刘
晓宇表示： “还是希望尽自己最
大可能去帮助球队， 避免伤病 。
我觉得上个赛季我在上海队也是

打满了43场比赛， 场均也是差不
多40分钟。 那么来了北京之后确
实要和教练组研究球队打法风
格， 以及自己的上场时间和体力
分配等方方面面， 总之自己能够
帮助球队的都要去沟通。”

目前北京队阵中后卫球员人
才济济， 包括方硕、 孙悦、 张庆
鹏以及新外援杰克逊。 对于新赛
季队内的竞争， 刘晓宇也有自己
的看法： “来了之后肯定要努力
打球，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自己
在场上表现好了， 自然就有说服
力了。”

而关于女球迷所更多关注的
颜值问题， 刘晓宇也笑谈并没有
太多关注：“没有太多关注吧，因
为以前在上海的时候， 当时队里
有人问谁是颜值担当， 我当时就
说了是吴冠希最帅。 那现在来了
北京队，以前也说过方硕。包括孙
悦他们都跟我非常熟， 所以说我
们平时也会开玩笑 ，但是真正
到球场上还是拿出实力。 大家怎
么样去把球队经营好， 把成绩提
高，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受益的。 ”

在刘晓宇加盟首钢之前， 就
有 媒 体 称 首 钢 队 为 刘 晓 宇 开
出 了 相当可观的年薪 。 对此 ，
刘晓宇也有话要说： “我觉得没
有吧， 我年薪在队里也不算高，
除了孙悦也不是最高的。 我觉得
无 论 从 身 份 还 是 价 值 ， 我 来
了 就 是为了帮助球队 ， 不会说
感觉自己有什么特别待遇。 来了
之后球迷肯定对我有一些寄望，
希望我能够帮助到球队。 那我自
己这方面要尽快融入， 发挥自己
最大能力。” （豪斯）

刘晓宇： 我在北京年薪不算高

■段言堂
足协杯1/4决赛之前， 可能

有不少人等着看斯科拉里的“笑
话”， 坊间关于斯科拉里下课的
传闻很多。 可结果却大出所料，
恒大队不仅逆转了富力队，而且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7︰2大胜。

扎哈维说富力队输在了疲
劳上，以色列人的看法有一定道
理。 这场球富力队与恒大队之间
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板凳深度，富
力队联赛、杯赛几乎是一套班子
打到底，零星派上的替补球员也
不大顶用。 在1:0领先之后，富力
队多少有些轻敌，当恒大队像狮
子般呼啸而来时，富力队完全丧
失了抵抗能力。 这盆冷水让富力
队清醒地认识到，本队和中超真
正豪门之间的距离在哪儿，阵容
的厚度肯定还需要加强，比赛的
经验也需要不断增长，这样富力

队才能成长为一支真正的强队。
比赛中恒大队排出一个令

人吃惊的锋线阵容 ，阿兰 、穆里
奇 、 于汉超三匹快马顶在最前
面。 这种没有中锋的锋线配置，
在欧洲足坛非常流行。 一向不善
于变化的斯科拉里，也许是为了
轮换， 也许是真的脑洞大开，派
出了这一套新颖而又行之有效
的阵容。 阿兰和穆里奇看似特点
重叠，但是两人之间的跑位非常
灵活， 富力队面对这样的球员，
始终找不到盯防的“参照点”。

穆里奇的强势回归，可能是
最让斯科拉里高兴的，因为这支
有些老迈的恒大队，确实太需要
一个新的兴奋点了。 当穆里奇利
用速度抹过富力队后卫单刀破
门之后，你会发现穆里奇还是那
个穆里奇。 在卡塔尔和日本蹉跎

了几年后，穆里奇甚至被认为是
已经废掉的球员，这场比赛他向
人们证明自己还有很大的利用
价值和上升空间。 穆里奇也许是
那种只适合中国联赛的球员，当
年李章洙慧眼识珠把他从巴西
带来， 在中国联赛的捶打历练，
才让穆里奇成为了一名真正的
球星———他属于这里。

穆里奇“妖刀”再出鞘，也让
斯科拉里多了几分底气，特别是
这场杯赛的大胜会对联赛产生
积极影响。 恒大队接下来的一波
对手都比较弱，也许恒大队会像
上半赛季那样重新开启联赛模
式。 上港队3次机会没有赶上恒
大， 弄不好还就真赶不上了，上
港队怪只能怪自己了———三次
“捉曹”，却三度 “放曹 ”，这样的
“仁慈”不该出现在足球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