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拖着骨折的左腿完赛的米切尔（右）成功地将棒交到了队友手中

博尔特

本届奥运会男子4×400米接力实在

是藏龙卧虎，除了凭借“外卡”最终晋级

决赛的南非队“刀锋战士”，还有断腿完

成预赛的“钢铁战士”———美国队的曼

泰奥·米切尔。 在前天进行的预赛中，美

国队第一棒选手米切尔在比赛中突感腿

部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坚持跑完了比赛。

赛后经医生诊断证实， 米切尔的左腿腓

骨骨折，已无法参加决赛。

赛前曾摔下楼梯

25岁的米切尔之前在奥运村曾从楼

梯上不幸摔倒，当时以为只是轻伤。可就

在作为第一棒的他在前日4x400米接力

出发100米后，他的腿部疼痛却大大超出

了他的想象。

米切尔赛后表示，“三天前我上楼梯

时一不小心踩空了，摔得很惨。经过治疗

后我感觉好多了， 我在训练的时候测试

过，热身的情形也很好，我感觉我完全可

以跑进44秒。” 但在实际比赛中， 脚穿

Nike� Zoom� Superfly� R4的米切尔发现了

问题。“出发时，我并没有跑得太快，但我

开始加速到达100米时， 我感觉我的腿很

不对。当我跑到200米时，我顿时就感觉它

一定是断了，这几乎让我难以忍受。”

米切尔回忆，“我甚至都能听见骨

头断掉的声音， 我甚至疼得已经喊了出

来，但现场太吵，根本没有人可以听到。

而在那时， 我所想做的也只有立刻躺下

来，那感觉就像有人在狠咬我的腿。”米

切尔是美国队的第一棒， 如果他当时停

下的话， 美国队就相当于彻底退出该项

比赛。米切尔说，如果是个人赛，他或许

不会硬撑，但是接力赛，还有另外3个队

友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里， 他不能让他

们失望，“我知道不能让我的兄弟们失

望，不能让整个团队失望。我看到我的队

友就在我的前方等着我交棒， 因此我决

定坚持下去。”

无悔无缘跑决赛

最终米切尔强大的意志力帮助他战

胜了断腿带来的巨大痛感，“说老实话

连我自己都被震惊了， 断了条腿我竟然

还跑到终点！”跑完后，他一瘸一拐地走

到场边，看完比赛确定美国队晋级后，才

去看医生。

几个小时后， 美国队队医对米切尔

的伤势进行了全面检查，X光结果证实

他的左腿腓骨确实已经骨折， 几乎不可

能再代表美国队参加4X400米的决赛了。

但米切尔毫不后悔，“我认为在那一时

刻， 任何一名运动员都会做出那样的一

种选择。对于我来说，参加比赛的意义不

在于跑第一还是第二， 而是尽力做到最

好。”

美国田径协会CEO西格尔对米切尔

大加赞扬，“他是英雄。 如果没有他的勇

气，美国队便不会站在决赛的起跑线上。

美国队全体成员都团结在他的身边，我

们期待着最后几天的比赛。”而与拥有米

切尔的美国队不同的是牙买加队， 这支

夺冠热门在比赛时，第三棒杰梅因·冈萨

雷斯因为受伤最后选择了弃赛， 多少令

人感到遗憾。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断腿跑完 米

除了刀锋战士 还有钢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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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跑断腿

仍坚持完赛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霍华德有望加盟湖人

北京时间昨日，据ESPN报道，

湖人、魔术、金块和76人四支球队

已经确认达成交易，霍华德将加盟

湖人队，这笔交易只等待NBA官方

最终宣布。

（李博）

在男子200米决赛中， 博尔特再次证

明了自己不是地球人， 并让一切怀疑者

“闭嘴”。 虽然他19秒32的夺冠成绩没能

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或奥运会纪录，

但这并非他不能，而是他“不肯”。在最后

15米，博尔特偷偷瞥了身后全力追赶的牙

买加同胞布莱克一眼，然后放心地做出将

食指放在嘴唇上的庆祝动作，“溜达”过

了终点。当别人跑完是在吭哧吭哧地擦汗

时，他却原地“满血复活”做起了俯卧撑。

成为第一个连续两届奥运会拿下短

跑双冠的男子选手后， 博尔特说：“在我

赢了百米之后， 我就没有怀疑过自己还

能赢200米；此前很多人都在讨论，现在

他们可以闭嘴了。我就是传奇。”

这个牙买加人仿佛天生聚光。 在20

多分钟的转播里，开赛前热身时，他歪戴

着黄色的帽子， 向着镜头摇头晃脑加挥

手；起跑前，他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向

看台作出噤声的动作，双手下压，让观众

安静；赛后，他蹦蹦跳跳地上了领奖台，

只有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 他安静了

一会，然后又开始扭动身体。

你以为他忘记了那标志性的

“引弓射雕”动作？没有，他留在了

发奖仪式后。

观众和媒体都希望见证人类极

限再一次被冲破的惊心动魄， 但博

尔特显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有

一句名言：“当你把目标锁定在一

个人身上时， 你就已经开始落后

了。”所以，连战胜自己也不是他的

目标。

（新华社）

感觉有人咬我的腿

我甚至都能听见骨头断

掉的声音， 我甚至疼得已经

喊了出来， 那感觉就像有人

在狠咬我的腿。

不能让兄弟们失望

我知道不能让我的兄弟

们失望， 不能让整个团队失

望。 我看到我的队友就在我

的前方等着我交棒。

在英国惠灵顿医院顺利完成跟

腱手术后，昨日，躺在病床上的刘

翔在自己的腾讯微博上发了一条

微博，并附上一张照片向粉丝们报

平安。

手术结束后， 刘翔的父亲刘学

根介绍了医生向他介绍的手术情

况，“采取的是最安全稳妥的方案。

不仅接上了跟腱， 而且还把跟腱里

头的两个钙化点以及骨刺一并处理

掉了。”据悉，2008年底，刘翔前往美

国做手术时只移除了其中两个比较

大的钙化点， 还有两粒小的钙化点

没有拿出来。 而刘翔的母亲吉粉花

则透露了手术的细节，“手术刀口大

概有这么长”，吉粉花用手比出了10

多厘米的长度，“医生给我们看了手

术刀口的照片，我还特地数了数，一

共缝了13针。”

据悉，刘翔需要在医院休养三

到四天，预计14号回国。手术后，

刘翔表示自己还会回到赛场。不

过据医生介绍， 重返赛场应该没

有问题，但需要休养半年时间才能

恢复训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整理

腓骨骨折还能跑 ？

成都商报记者昨天采

访上海体育学院运动

医学专家邹军。

邹教授表示 ，

带着断腿跑步其

实风险相当大 ，

断骨很可能会穿破皮肤或

对肌肉造成严重损伤，或让

骨折部分的裂缝变大，治疗

后很可能无法恢复到正常

骨水平。“骨折有三种类型，

撕脱性骨折、穿透性骨折和

裂纹性骨折。像这种骨折了

还能跑， 应是裂纹性骨折。

其他两种骨折，都是要命的

疼痛，是跑不了的 。”腓骨

是小腿双骨之一， 位于小

腿外侧部， 是小腿的两根

骨头里较细的一根， 骨折

后极易被骨折断端穿破皮

肤。若发生在中下段，易引

起延迟愈合或不愈合。“如

果是裂纹型骨折， 继续坚

持跑下去，会让裂纹变大，

这样就会加长恢复周期。”

“虽然这次刘翔的跟腱

受伤和米切尔的骨折都是

运动伤，但跟腱恢复速度和

结果都要比骨折差很多。”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实习生 李培洋

最后15米

又在溜达

跑了不到20秒 秀不止20分钟

努力康复 来日方长

刘翔术后病床上微博报平安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

牙买加飞人在200米决

赛中轻松夺冠！尽管肯尼

亚选手在800米中跑出

“伦敦碗”的首项新世界

纪录，但在博尔特实现奥

运会男子百米和200米

双卫冕的历史伟绩下，一

切都显得黯然失色。

新 新 闻

尤文主帅恐将被禁赛

意大利足协昨日宣布尤文图

斯主教练孔蒂因为涉嫌赌球被禁

赛10个月，助理教练阿莱西奥也被

禁赛8个月。 尤文图斯俱乐部总经

理马罗塔昨晚在鸟巢意超杯的赛

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坚决上诉，

并称孔蒂绝不会辞职。

（胡敏娟）

“手术很顺利！感谢大家的

关爱！ 我很享受这些年来努力

的过程！更享受拼搏的过程！也

源于我对跨栏的至爱！ 努力康

复恢复！来日方长！加油。”

运动医学专家：

腓骨骨折

危险极大

博尔特赛后当起了队友的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