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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径男子接力十年崛起
昨天， 中国男子4×100米接

力 队 在 伦 敦 田 径 世 锦 赛 决 赛
获 得 第四 。 从2008年开始 ， 中
国田径在男子短跑接力项目发
力。 经过探索和奋斗的10年， 如
今 的 中 国 队 已 具 备 这 个 项 目
的 世 界前八水准 。 即使这次错
失了奖牌， 中国接力的崛起依旧
值得称赞。

崛起：
日本2008奥运夺牌的启示

2008年的鸟巢， 北京奥运会
男子田径4×100米预赛， 美国队
意外掉棒出局 ， 温永毅 、 张培
萌、 陆斌和胡凯组成的中国队以
预赛第八名的成绩首次杀入奥运
决赛。 决赛中， 第二道的中国队
交接棒失误被取消成绩， 却亲眼
目睹了个人实力平平的日本队夺
得铜牌。

前田管中心副主任冯树勇认
为， 日本队的成功破除了人种的
迷信， 展示了接力中技术环节的
制胜作用： “其实日本4个选手
都没有破10秒的能力， 但所有人
交接棒都很完美， 那就可以和欧
美强队拼一下。”

2009年开始， 中国田径开始
了 “走出去、 请进来” 策略， 对
男子短跑项目的训练理念和方法
手段进行了改进。 更多出国比赛
的机会， 给中国接力带来了新的
希望。

伦敦奥运会， 由郭凡、 梁嘉
鸿、 苏炳添和张培萌组成的中国
男子短跑接力队在预赛跑出38秒
38， 一举刷新了全国纪录， 排在
预赛小组第六未能跻身决赛， 但
已经看出十足的潜力。

巅峰：
世锦赛亚军只输牙买加

伦敦奥运之后， 中国田径队
提出了 “接力带动单项” 的发展
模式。 接力队明显增加了集训比
赛的时间和次数， 并以经验丰富
的袁国强作为主教练， 改变了过
去六个队员、 五个教练、 各自为
战的局面。 同时， 运动员在单项
上进行针对性训练， 帮助尖子选
手快速进步， 包括苏炳添， 张培
萌等运动员先后赴美国训练， 或
者邀请美国教练来华。 这一政策
的效果显而易见。

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 中国
队的交接棒技术还未达到纯熟，
没能进入决赛。 但张培萌百米飞
人大战中跑出了10秒的成绩， 让
国人眼前一亮。

1年后的仁川亚运会 ， 陈时
伟、 谢震业、 苏炳添和张培萌以
37秒99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

冠， 力压这一项目的长期霸主日
本队。

终于， 2015年的北京田径世
锦赛上， 这支接力队如愿以偿。
苏炳添、 张培萌、 莫有雪和谢震
业携手， 以38秒01夺得北京世锦
赛男子 4×100米接力项目的银
牌 ， 只 输 给 了 一 骑 绝 尘 的 牙
买加队。 此外， 中国队预赛就以
37秒92的成绩， 再次打破了亚洲
纪录。

里约奥运会顺利杀进决赛获
得第四后， 中国接力队在伦敦世
锦赛前的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力压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获得了4×100
米男子接力项目的冠军， 这无疑
是接力队获得的分量最重的冠军
头衔。

告别？
张培萌离开 中国田径继续

昨天， 亲历了中国男子接力
近10年成长的张培萌， 终于迎来

了自己的世界大赛告别战。 只可
惜， 即使谢震业带伤坚持参赛，
苏炳添却在弯道受到了隔壁道选
手的干扰。 中国队无缘奖牌， 获
得了第四名。

“出现意外也没办法 ， 错失
奖牌确实很遗憾。 其实我的生涯
也很幸运， 遇到这么优秀的队友
和伟大的对手， 一起同场竞技本
就很圆满。” 张培萌说。

过去10年， 他和苏炳添几乎
参加了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
的每一次大赛， 经历过掉棒的失
误， 也享受了一次次突破的成就
感。 苏炳添直言： “说实话， 我
不愿意他退。 他是核心， 还在巅
峰。 无论他是否巅峰， 我们更需
要他的技巧， 需要他在大赛中控
制节奏的能力。”

对中国田径来说， 苏炳添和
张培萌两人的良性竞争， 不仅帮
助中国接力队拥有世界顶尖的个
体， 更促进两人先后接近或冲进
了10秒的关隘。 苏炳添就坦率地
表示， 优秀运动员内心的傲气和
不认输， 激励他和张培萌在竞争
中相互进步。

但是， 中国接力队崛起的秘
诀， 绝不是某一个个体的突出。
通过同吃同住、 常年训练锻造的
默契和团队意识， 中国接力队用
娴熟的交接棒技术弥补了较之欧
美强国个人能力的不足。 即使张
培萌淡出国际赛场， 中国田径队
依然握有成功的秘诀。

谈到中国接力的崛起， 苏炳
添感叹： “回想伦敦奥运， 今天
又站在同一块场地上， 我们却不
再是从前的自己。 中国接力改变
了很多， 已经具备了世界前八的
实力。” （中新）

即便是缺少了伊沃的坐镇，
北京人和仍然凭借上半场的两个
进球本赛季双杀同城对手， 双方
实力上的差距和恶劣的场地条件
让本该激情四射的德比之战略显
沉闷。 本轮过后， 北京人和缩小
了与领头羊大连一方的差距， 北
京北控则处在保级无忧冲超无力
的位置。

在本赛季中甲联赛上半程比
赛中， 北京人和作客奥体以4∶0
的大比分击败北控， 这也直接导
致了北控原主教练亚森的下课。
在高洪波接过北控的教鞭后， 球
队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尤其是
在击败几支联赛劲旅后， 让本来
成绩垫底的球队远离降级泥淖。
加之就在赛前， 北京的大雨让丰
体成为“水塘”球场，在这样的场
地比赛充满变数， 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也会大大缩小两队绝对实力
方面的差距。 这也让本场德比战
在赛前充满悬念， 高洪波能否延
续他的神奇，在客场扳回一城？

不过在这场比赛中， 令人期
待的德比激情与悬念并没有出
现， 除了最后时刻北京人和守门
员张烈在禁区边缘扑球时， 因湿
滑的场地而划出禁区线吃到黄牌
外， 整场比赛并没有太多的偶然
性。 北京人和在攻守两端相较对
手更加平衡， 尤其是在防守端，
北京人和防守人员注意力更集
中， 处理球的方式更加合理。 而
反观北控队， 本场比赛的两粒失
球一个丢在了漏人上， 一个丢在
了防守队员注意力不集中上， 防
守强度太低加之在进攻端人和的
前场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明显更
胜一筹， 最后的结果也如实反映
了双方实力上的差距。

正如高洪波接队之后所言，
北控本赛季的目标就是保级。 应
该说这种认知是非常合理的， 虽
然球队可以以3∶1的比分战胜深
圳佳兆业， 但也能以1∶5的比分
狂败于石家庄永昌， 孱弱的防线
是北控的 “阿喀琉斯之踵”， 无
法解决好这个问题， 想要冲超可
以说难比登天。

北京人和虽然主场全取三
分，但比赛过程也并非无可挑剔，
中场核心伊沃的伤停让北控在中
场组织方面的梳理并不顺畅，尤
其是在上半场无谓的传接球失误
过多， 这对于一支志在重返中超
赛场的球队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
情。 好在陈杰与马西卡的进球让
人和得以稳住阵脚， 在下半场比
赛中球队的状态才得以好转。 据
人和方面的消息， 伊沃在下场比
赛很有可能作为球队替补重返赛
场， 这对于人和来说无疑是个好
消息，在冲超进入拼刺刀的阶段，
人员保持齐整比什么都重要。

本轮战罢， 北京人和不仅遏
制住了三场不胜的尴尬， 而且缩
小了与联赛领头羊大连一方的差
距， 但身后的石家庄永昌和深圳
佳兆业仍然紧紧跟随， 积分差距
也不过一两分， 稍有闪失就会痛
失冲超席位。 北控方面虽然本场
比赛失利， 但球队仍然稳居联赛
第八的中游位置， 接下来的对手
实力平平， 延续球队最近的态势
基本可以确定保级无忧， 利用联
赛尾期磨合球队为来年做准备才
是北控当下最务实的做法。

中甲京城德比：

绝对实力
决定比赛结果张培萌引退但秘诀仍在

博博尔尔特特的的无无语语伤伤别别

地地球球上上跑跑得得最最快快的的人人将将停停
下下他他奔奔驰驰的的脚脚步步。。 告告别别是是悲悲伤伤
的的事事情情，， 但但你你纵纵然然想想出出千千种种离离
别别的的方方式式，， 也也绝绝对对不不会会想想到到博博
尔尔特特会会通通过过一一场场悲悲剧剧结结束束他他的的
职职业业生生涯涯。。

告告别别的的舞舞台台早早已已搭搭好好：： 伦伦
敦敦奥奥林林匹匹克克体体育育场场，， 五五年年前前他他
赢赢得得三三块块奥奥运运会会金金牌牌的的地地方方；；７７
万万观观众众在在场场，，座座无无虚虚席席；；整整整整一一
个个星星期期前前，， 他他在在百百米米决决赛赛中中输输
给给加加特特林林后后，， 观观众众对对于于他他获获胜胜
的的期期待待一一直直在在酝酝酿酿、、在在升升腾腾。。

这这是是 ４４×１１００００米米接接力力决决赛赛 ，，
每每个个人人都都以以为为，， 他他只只需需要要和和以以
往往四四届届世世界界锦锦标标赛赛和和三三届届奥奥运运
会会一一样样，， 最最后后一一个个接接棒棒，， 如如闲闲
庭庭信信步步般般跑跑过过终终点点，， 闯闯线线时时还还
不不忘忘回回头头，， 向向对对手手送送以以谜谜之之微微
笑笑 ，， 然然后后做做出出招招牌牌式式的的 ““闪闪
电电”” 庆庆祝祝动动作作，， 引引爆爆全全场场的的激激
情情，， 在在胜胜利利的的欢欢呼呼中中，， 以以历历史史
上上最最伟伟大大的的田田径径运运动动员员的的身身

份份，， 挂挂靴靴而而去去。。
然然而而，， 这这一一次次他他没没有有能能够够

在在最最后后一一棒棒杀杀出出重重围围，， 跑跑出出仅仅
仅仅３３００多多米米，， 他他就就突突然然放放慢慢了了脚脚
步步，， 左左腿腿明明显显受受伤伤，， 他他用用右右腿腿
支支撑撑着着向向前前蹦蹦了了几几步步，， 最最终终摔摔
倒倒在在跑跑道道上上，， 巨巨大大的的惯惯性性让让１１
米米９９５５的的博博尔尔特特向向前前翻翻滚滚了了一一周周
才才停停下下。。 他他趴趴在在那那里里，， 双双手手捂捂
着着脸脸异异常常痛痛苦苦。。

意意外外获获胜胜并并创创造造最最好好成成绩绩
的的英英国国队队在在疯疯狂狂地地庆庆祝祝，， 博博尔尔
特特试试图图爬爬起起来来，， 但但伤伤痛痛让让他他重重
新新躺躺下下。。 这这时时候候医医务务人人员员推推着着
一一辆辆轮轮椅椅上上来来，， 想想将将他他推推下下赛赛
场场，， 博博尔尔特特拒拒绝绝了了——————他他不不可可
能能给给世世人人留留下下坐坐轮轮椅椅离离场场的的镜镜
头头 。。 他他在在队队友友的的搀搀扶扶中中站站起起
来来，， 独独自自艰艰难难地地走走到到终终点点，， 双双
手手举举过过头头顶顶向向观观众众致致意意，， 全全场场
报报以以潮潮水水般般的的掌掌声声。。 他他在在终终点点
旁旁跪跪倒倒在在跑跑道道上上，， 再再次次用用双双手手
捂捂着着脸脸，， 向向这这座座见见证证了了他他无无数数

辉辉煌煌的的赛赛场场道道别别，， 也也向向自自己己的的
职职业业生生涯涯道道别别。。

一一周周前前，， 即即使使遭遭遇遇了了百百米米
决决赛赛的的失失败败，， 博博尔尔特特仍仍然然接接受受
了了所所有有媒媒体体的的采采访访，， 从从电电视视到到
文文字字，， 他他没没有有拒拒绝绝任任何何一一个个记记
者者的的要要求求，， 走走出出赛赛场场前前后后用用了了
一一个个多多小小时时。。 这这次次，， 他他默默默默从从
赛赛场场消消失失——————自自从从他他２２００００８８年年在在
鸟鸟巢巢横横空空出出世世之之后后，， 这这是是他他９９
年年来来唯唯一一一一次次无无语语的的道道别别。。

过过去去９９年年中中 ，， 他他赢赢得得了了１１１１
次次世世界界锦锦标标赛赛冠冠军军，， ８８块块奥奥运运
会会金金牌牌，，保保持持着着男男子子１１００００米米、、２２００００
米米和和４４×１１００００米米三三项项世世界界纪纪录录 。。
他他的的职职业业生生涯涯永永远远是是那那么么的的平平
铺铺直直叙叙，， 只只是是在在告告别别的的时时候候，，
留留下下了了唯唯一一一一段段最最跌跌宕宕起起伏伏的的
情情节节，， 也也是是最最悲悲伤伤的的情情节节。。

他他根根本本不不需需要要通通过过这这样样一一
段段悲悲伤伤的的情情节节让让人人留留恋恋，， 因因为为
早早就就注注定定让让全全世世界界永永远远记记忆忆和和
留留恋恋。。 据据新新华华社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