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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2逆转中国队晋级决赛，3比0完胜日

本队勇夺金牌，在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平均

身高只有1米75的泰国女排， 用一整套令人

眼花缭乱的小快灵战术向全世界展示了超

强的实力。

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 让亚洲传

统豪强们都泰囧了。

学中国是强大必由之路

泰国女排的“跨越式”进步与泰国排协

的整体战略以及这批球员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 而中国排球在泰国排球的发展过程中也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一开始她们就坚持学习中国队， 从这

一点来说， 中国排球是泰国排球不折不扣的

“师傅”。泰国排协长期在中国寻找地方队教

练， 担任球队的指导工作， 而前中国男排国

手、 湖北女排教练王胜川更是被很多人称为

“泰国排球之父”。据王胜川的回忆，他刚刚

来到泰国的时候， 经常受到很多泰国政要的

接见， 对方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拜托他帮助

泰国队迅速提升水平。

王胜川还介绍说，泰国女排很长一段

时间都是完全业余的， 训练时间多在晚

上，那些队员白天学习和工作完后，再来

打球，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球队的实

力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担任

泰国女排主帅 16年之久的加提蓬在接受

采访时就曾表示说， 他对中国感情很深，

甚至可以说简单的中文，因为他的老师就

是中国人。

7国手一起打球近10年

泰国排协在球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非

常具有眼光，堪称小国排球取得成功的典范。

人口不到七千万的泰国有联赛队伍8支，国家

队这一批人基本就是以赛代练，有大概7个人

在一起打球差不多有十年时间， 不管是国家

队比赛还是俱乐部比赛都是一起在打。

今年，为了让队员保持这种默契，泰国队

更是将这7名球员打包转会到阿塞拜疆打联

赛， 如此举动放眼整个世界也属于特例。此

外， 为了让队员更好地适应对手的力量型打

法， 泰国排协从2007年开始派遣球员前往欧

洲的俱乐部参加比赛， 这些都是球队快速成

长并仍在不断进步的关键原因。 中国女排主

教练郎平对这批在欧洲联赛中经过锻炼的泰

国球员评价极高：“打不乱，全是球油子。”

“我认为泰国女排这批球员的成熟和实

力， 得益于泰国排球这种开放式的训练和培

养模式。” 加提蓬告诉记者，“泰国人非常喜

欢排球，我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比如，大学

联赛有16支球队， 高中的球队有20支-30支，

大约有100个小学有排球队。”

17年不换主教练的坚持

蔡斌、俞觉敏、郎平，中国女排三任主帅

均在与泰国队交手时遭遇滑铁卢。 而在泰国

女排5次击败中国女排的比赛中，主帅都是加

提蓬。事实上，自从1997年成为泰国女排主帅

以来，加提蓬一直是泰国女排的技术权威。这

与中国女排几年一换主帅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在比赛风格方面，考虑到队员普遍身高

不足，泰国队早期教练为球队制定了小快灵的

战术风格，并一直坚持至今。目前泰国队的主

要打法是两边拉开速度快、集体跑动进攻战术

丰富， 而几位主攻手和接应虽然身高不高，但

都能打出有威胁的后排进攻，整支球队的比赛

节奏非常快，让对手普遍感到很难适应。

现在的泰国女排进攻速度快、防守好、小

球好，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们继承了中国老女

排的衣钵。中国女排的“快速多变”一直是加

提蓬竭力在泰国女排打造的风格， 坚持是泰

国女排的成功秘诀。

据腾讯体育

为避“天兔”

恒大提前包机赴日

在打进亚冠四强之后， 广州恒大队

半决赛的对手和比赛时间随即出炉，他

们将率先在后天挑战柏太阳神队， 随后

回到广州，在10月2日主场与对手进行次

回合的较量。恒大昨日在官网表示，主场

与柏太阳神队一战的门票已经销售了三

日，累积售出超过32850张。

据网易体育报道，在9月18日连夜从

多哈飞回广州后， 广州恒大队原本计划

在今明两天飞赴客场，但由于台风“天

兔”登陆广东，考虑到届时从广州出发

的航班都会受到影响， 里皮在前天晚上

临时决定出征日本的时间提前到昨日上

午。 由于此前恒大方面已经安排好了球

队在日本下榻的酒店和训练场地， 而且

也有工作人员先期抵达日本， 所以里皮

提前出征的计划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俱

乐部也再次安排球队乘坐包机前往日

本。其实，此前客场对阵莱赫维亚队时，

恒大也是包了两架飞机直飞多哈， 因此

让球员们得到了更充分的休息， 在一定

程度上为4比1大胜莱赫维亚队一战打下

了基础。而这次前往日本，飞行时间只需

要4个小时左右，这种情况下恒大俱乐部

仍选择包机， 让不少球迷在微博上感慨

“确实霸气”。

又讯

昨晚中超第25轮再赛两场，广

州富力队在主场3比5不敌贵州人和队，

保级大战中， 上海申鑫队主场1比0力克

青岛中能队。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综合报道

高海拔自行车挑战赛昨日进行

四川车手勇夺第一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周玥廷）

昨日，

2013年黑水·达古冰川自行车挑战赛在

四川省黑水县达古冰川风景区举行。本

次挑战赛吸引了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等

国外选手在内的百余名顶级业余公路自

行车爱好者参赛， 最终四川达州车手漆

怀能力压群雄夺得第一名，并获得1万元

人民币的冠军奖金。

这次比赛的赛道虽然只有短短的34

公里， 但由于赛道起点设在海拔2300米

的景区入口，终点处海拔为3600米，海拔

跨度达到了1300米， 因而被业内人士视

为国内最高水平的国际业余公路自行车

比赛之一。在如此高海拔的环境中比赛，

让很多车手既觉得充满挑战， 又大呼过

瘾。

“自行车运动是一项健康、环保的

运动，明年黑水·达古冰川景区还将举办

此类赛事， 希望广大自行车爱好者继续

报名参加。” 本次自行车挑战赛组委会

主任周全福表示。

巴萨5年来首次输掉控球率

在昨晨进行的西甲第5轮中，巴塞罗

那客场4比0大胜巴列卡诺。 但让人惊讶

的是， 巴萨在这场比赛中的控球率仅为

45.5%，而惨败一方的巴列卡诺的控球率

却达到了54.5%！巴萨5年来在316场比赛

中控球率全部高于对手的惊世纪录告

终。他们上一次在控球率上处于下风，还

是2008年5月17日客场1比4输给皇马的

事情。

赛后， 关于巴萨风格转变的问题被

球迷广泛讨论， 不少人都认为巴萨在新

帅马蒂诺的率领下开始打起了防守反

击，不再追求控球率。而巴萨名宿克鲁伊

夫在接受《环球体育》采访时也认同球

队风格的转变， 他表示对手已经了解巴

萨的踢法，这时做出调整是正常的。

而在英超第5轮中，切尔西主场2比0

击败富勒姆， 走出了联赛和欧冠连败的

阴影，值得一提的是，米克尔打进了他加

盟切尔西7年来的第一个英超进球。当他

打破联赛进球荒时， 就连看台上的阿布

也笑了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你不知道：她们从一开始就学中国

你不知道：她们有7名队员一起打了近10年球

你不知道：她们的主帅17年没换过

泰国女排打败“中国师傅”的秘诀

郎平独自回京 女排队员滞留香港

在结束了亚锦赛之后， 中国女排主教练

郎平昨日下午回到北京。 由于泰国正处旅游

旺季机票紧张， 郎平与球员们未能搭乘同一

趟航班回国。这样，郎平乘坐的直飞北京的航

班顺利抵达， 而女排球员们的航班因为受到

强台风“天兔”的影响在香港滞留。

没有了球员的陪伴， 行李简单的郎平独

自一人走出了机场。 虽然在亚锦赛上中国队

出师不利，但郎平看上去精神尚好，只是婉言

谢绝了记者就亚锦赛本身的采访。

又讯

2014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亚洲区资

格赛男排C组决赛昨日结束， 中国男排以全

胜战绩获得唯一一个晋级2014年世界排球锦

标赛决赛圈的资格。

据新华社

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台球运动员的家

庭都不富裕，肖国栋也不例外，他的父母都只

是工薪族，每月收入不高。肖国栋父亲肖为兴

昨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肖国栋从12岁开始

放弃学业，独自一人跟随伍文忠（丁俊晖启蒙

教练）在广州学球。每年，学费、生活费就有3

万元左右， 再加上到处比赛的费用， 几年下

来，肖国栋不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父母

还借了不少外债，“他前前后后， 花了二十多

三十万吧， 我们收入的绝大多数都用到他身

上，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些钱。甚至连长辈的退

休金都拿出来用了。”

不过，除了比赛奖金外，肖国栋几乎没有

固定收入，“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年他夺得亚

青赛冠军，中国台协奖励了1万元，但这笔钱

还没有捂热， 就投入到了下一次的训练和比

赛里了……”2009年肖国栋之所以签约四川

省台协，代表四川参加全国体育大会，每个月

3000元的“月薪”就是重要原因。据《重庆时

报》 此前报道， 肖国栋在重庆没有自己的住

处，每次他回渝省亲都不得不和爷爷、奶奶、

父亲一起， 三辈人挤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小房

子里， 所以在房价日益攀升的情况下赚钱买

一个住处是他当务之急。

2009年， 签约当时英国著名的体育经纪公

司“110Sport”， 肖国栋开始了自己的旅英生

涯，他跟丁俊晖、梁文博在谢菲尔德练球，刘崧、

刘闯和张安达在伦敦练球。 在经纪公司的资助

下，肖国栋每个月大概能有2万人民币的基本开

销，但对于英国这样的高消费国家来说，这样的

开支还是很紧张的。肖国栋曾如此说道：“赞助

商给我们的钱，除了基本开销外，就没有剩余。

而且我们每天花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 所以无

论是我们还是丁俊晖，都很节约。”

在英国的训练没有休息日，只有日复一日

的定期训练， 每天肖国栋他们都是早上9点半

起床后吃早饭，内容基本是面包、果酱和牛奶。

中午因为英国的餐厅没开门，大部分时候球员

们只能将早上买的面包、 汉堡包留到中午再

吃。最难解决的是晚饭，因为西餐很贵，而且又

不好吃， 这些旅英球员们一开始经常吃方便

面，但时间一长对身体不好，肖国栋甚至得了

胃病。无奈之下，大家开始自己买菜下厨，结果

在球技提升的同时，厨艺也有了进步，肖国栋

就有时在微博上晒厨艺， 肖为兴说：“即使从

英国回来后，他都是自己做饭，很能干的。”

缺少赞助商

比赛奖金低

训练成本高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综合报道

决战！丁俊晖

VS肖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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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国栋艰辛留洋路

●2001

年

12

岁的肖国栋放弃学业专练台球

●2009

年 签约英国著名的体育经纪公司，

开始留洋之旅

●2011

年 因无法支付基本的日常开支，肖

国栋不得不打道回府， 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张家港

训练

为练球，肖国栋家到处举债

算账：

12

岁起练台球，他几年

下来前前后后花了约

30

万元

留洋难，吃不起西餐自己做饭

算账：在英国，肖国栋每月大概只

有

2

万人民币的基本开销

中国斯诺克球手最初到英国学球都是自

费，1996年，当时国内排名第一的郭华到英国练

球的时候，为节约钱是住在朋友家里。但是，他

还是因为比赛奖金无法支付基本的日常开支，

在4年后打道回府。金龙多次在国内排名第二的

金龙，在花光了积蓄之后也不得不回国。

2004年，丁俊晖一战成名后，斯诺克运动

在中国迎来了春天。在个人、相关企业和经纪

公司的努力下， 一批有潜力的球员到英国留

洋。通过在英国的训练和比赛，包括梁文博、肖

国栋和曹宇鹏等球员先后取得了好的成绩。不

过，因为缺乏赞助商以及国际台联赛事密集但

奖金却很低等问题，中国的这些旅英球员除了

丁俊晖等寥寥数人之外， 其余都先后回国。

2011年，在签约的体育经纪公司“110Sport”倒

闭后，肖国栋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张家港训练，因

为无法支付高昂的参赛成本， 他不得不放弃了

不少的PTC比赛，也少拿了不少的积分……

难以维系 旅英球员大都打道回府

泰国女排主帅加提蓬 图据

Osports

昨晚的比赛中，肖国栋神色疲惫 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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