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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悉尼奥运会冠军

马尔科夫

（保加利亚）

2014年世锦赛

廖辉

（中国）

今晚主场战江苏南钢

四川男篮盼连胜

今晚7点35分，四川金强男篮将

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江苏南钢队。在

上周日进行的主场比赛中， 四川队

惊险击败另外一支江苏球队江苏同

曦，取得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本场继

续主场作战， 四川队自然希望能够

凭借主场之利取得连胜。

上赛季双方两次交手， 江苏南

钢保持全胜，尤其是在四川队主场，

他们更是赢了20分。 从本赛季前四

轮的战绩来看，两队都是1胜3负，表

现不能算好。人员上，四川队变化更

大， 而南钢方面， 国内球员比较稳

定。 江苏南钢两名外援辛格尔顿和

道格拉斯表现比较平庸， 前四轮场

均得分为18.3分和22.3分，而四川队

的菲巴和慈世平表现稍好， 分别为

26.5分和22分。但在国内球员方面，

江苏队要更强一些， 尤其是本赛季

加盟的常林，场均得分高达22.5分，

在国内球员中仅次于易建联， 排名

第二。此外，孟达和易立场均得分也

能上双。 如何在保证外援发挥的情

况下， 尽量限制对手国内球员的得

分， 将是本场比赛四川队取胜的关

键所在。

尽管是一场硬仗， 但四川队上

下还是对取得本赛季第二场胜利充

满希望和信心， 主教练邱大宗就表

示：“上一场我们捅破了窗户纸，这

对士气有了很大的提升， 接下来我

们会提速，争取拿到第二场胜利。”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昨日参加中国足球发展论坛

普拉蒂尼：

支持卡塔尔世界杯

冬天举行

昨日， 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在

北京参加了中国足球发展论坛，除

了出席自己的新书发布会、 与球迷

见面外， 普拉蒂尼还就一些球迷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对于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将在冬季举行的传

闻，普拉蒂尼表示了支持，而对于此

举对欧洲联赛的影响， 普拉蒂尼则

表示没有问题。

此次来到中国， 普拉蒂尼现身

北京理工大学，出席了新书《穿西

装的足球———对话普拉蒂尼》的新

书发布会。在与球迷见面的过程中，

普拉蒂尼也接受了媒体采访， 对于

卡塔尔世界杯将在冬天举办的传

闻，普拉蒂尼也从侧面进行了印证，

“但具体怎么进行还要进行探讨，

对欧洲联赛肯定有影响， 但影响不

会太大， 需要拿出联赛一个月来调

整时间，就像冬歇期一样。”

此外， 对于中国何时能够举办

世界杯的问题，普拉蒂尼表示，“按

照轮换原则， 世界杯再次回到亚洲

要到2042年， 不过国际足联并不完

全按照逻辑， 我也和很多人谈起过

亚洲下一个主办国家肯定是中

国。” 随后他幽默地说，“但中国足

协要做事情， 世界杯不是送给你们

的。当然，要申办还有很多时间可以

做准备。”

在中国足球发展论坛上， 还发

布了第三期《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

告》， 中超公司通过一个赛季的运

营实现分红， 每家俱乐部得到的分

红由去年的570万元涨至今年的

1000万元（体坛周报报道为1100万

左右）。 今年中超的上座率达到场

均18571人，上座率名列亚洲第1，世

界第10。 本赛季16家中超俱乐部的

总收入突破20亿元， 其中广告赞助

超过8亿、转会收入超过2亿、门票收

入达到1.2亿、 特许商品收入超过

2000万元。 总收入超过亿元的俱乐

部由去年的鲁能和恒大的两家猛增

到今年的7家，去年只有恒大与辽宁

盈利， 今年盈利的俱乐部达到了5

家，分别是恒大、贵州、上港、申鑫以

及富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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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伟被暂时禁赛

听证会提供自清机会

世界羽联昨日其官方网站上发

布声明说， 马来西亚运动员李宗伟

因为“明显违反反兴奋剂条例”,已

被该组织暂时禁赛。

声明说，此举是因为他们在8月

份的世界锦标赛检测样本中， 发现

了对他不利的化验结果。 世界羽联

已经将此事交给世界羽联兴奋剂听

证小组处理， 该小组的主席将适时

安排听证的时间、日期和地点，并且

该小组将决定这名运动员是否违反

了反兴奋剂条例。

声明称， 根据世界羽联反兴奋

剂条例的相关规定， 并且在暂时禁

赛被实施之后， 世界羽联及其成员

组织马来西亚羽协目前已经能够公

开涉事运动员，即李宗伟的身份。

马羽协8日在吉隆坡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 该国一名羽毛球

选手的B瓶样本尿检结果显示禁药

地塞米松的存在， 但并未公开此运

动员（实际上就是李宗伟）的姓名。

不过， 马来西亚当地媒体在很

早之前就指出， 该运动员为男单世

界头号选手李宗伟，他在8月的世锦

赛期间， 尿样被发现含有违禁药物

地塞米松。

世界羽联的声明中没有说，李

宗伟使用的这种药物对提高他的比

赛成绩，有什么样的帮助。

暂时禁赛是指在世界羽联兴奋

剂听证小组做出决定之前，运动员被

暂时禁止参加任何比赛。

据新华社

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

张国政

（中国）

160

公斤

158公斤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冠军 廖辉（中国）

158公斤

2007

年世锦赛冠军

石智勇（中国）

157公斤

2011

年世锦赛冠军 比纳伊（土耳其）

154公斤

2014

年世锦赛亚军 奥列格·陈（俄罗斯）

152.5公斤

2003

年世锦赛冠军 张国政（中国）

152公斤

2014

年世锦赛季军 马赫默德（埃及）

150公斤

2006

年世锦赛冠军 石智勇（中国）

166

公斤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世界体坛的“胡子纪录”

14年并不算长， 事实上世界体坛沉睡时间更长的世界

纪录还有不少，它们集中在田径项目。

被斩断的“胡子纪录”

保持的“胡子纪录”

纪录时长 项目 成绩 纪录保持者 创造时间

31

年 女子

800

米

1

分

53

秒

28

克拉托赫维洛娃

1983

年

7

月

30

年 女子

4X800

米接力

7

分

50

秒

17

前苏联

1984

年

8

月

29

年 女子

400

米

47

秒

60

科赫

1985

年

10

月

28

年 男子铁饼

74.08

米 舒尔特

1986

年

7

月

28

年 男子链球

86.74

米 谢迪赫

1986

年

8

月

够自信

每把重量都是廖辉自己主动要的

本届世界举重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

行。廖辉比赛开始的前一天，阿拉木图的空中还飘着

雪花，但比赛当天，雪突然停了，廖辉想，这是不是一

个好兆头？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廖辉便站上了男子69

公斤级举重台， 那时其他的参赛选手都已经完成了

抓举比赛， 廖辉的开把重量要了全场最高的155公

斤，举起来他就是该项目抓举冠军，整个过程几乎是

一气呵成，轻松得很。接下来，廖辉要了160公斤，但

因为出现屈肘的违规动作，此举被判无效。抓举只剩

下最后一把， 一般这个时候选手对重量的选择都会

相对保守，可廖辉直接向教练于杰示意，要了破纪录

的166公斤。

“开赛前，我看着现场电子屏上面的世界纪录栏

显示，除了抓举世界纪录不是我的，其他两项都是写

着我的名字，于是我就跟我教练说，你等着，我等会儿

就让那个抓举世界纪录也变成我的名字。”最终廖辉

成功包揽了该级别三枚金牌，不仅打破了抓举世界纪

录，还刷新了自己去年创造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昨日， 廖辉在阿拉木图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电话

独家专访时透露，每把重量都是他自己要的，“一般

不太了解我的教练是不敢给我加的， 但于导相信我

的能力。”就这样，廖辉成功打破了这个已经沉睡了

整整14年无人能破的世界纪录。而在去年，廖辉也先

后打破了两个尘封上十年的世界纪录。

够困难

廖辉：其实抓举还不是我的强项

有意思的是， 廖辉创造的世界纪录都只比原世

界纪录高出1公斤。1公斤只不过就2斤重， 对普通人

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重量，可为何十

余年来却无人能够做到？“以这次抓举世界纪录为

例吧，165公斤完全已经是人体通过抓举动作完成的

极限重量了，本身挑战这个重量就很吃力。别说一下

子加上2斤，就是几两重量，也是很难超越的。”廖辉

说，可能圈外人不太能理解，因为世界大赛和平时生

活本来就有所不同，每一次都是挑战自我极限。廖辉

的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其教练以及圈内人士的认可。

廖辉还以自己为例讲到其难度：“因为抓举不

是我的强项， 所以在冲击世界纪录上难度也是最大

的，从2009世锦赛开始，我就一直在尝试冲击这个世

界纪录，2009年，2010年和2013年我都去尝试过超越

这个重量，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我真的觉得这是个

无法逾越的坎，好在我没有就此放弃。”而廖辉近五

年已经在该级别都处于霸主地位， 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运动员更多是忙于研究如何击败这个强大的对

手，由于实力有限，如此烫手的“世界纪录”完全不

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够惊险

赛前右手意外受伤差点儿退赛

比赛结束后，成都商报记者才得知，这个令人振

奋的世界纪录险些就没了。在去阿拉木图的前几天，

廖辉在洗茶杯的时候不小心把茶杯捏碎了， 碎玻璃

直接插进了廖辉右手大拇指，整整缝了五针。这可是

要举起100多公斤重量的手。“每次发力都是钻心的

疼，疼得我觉得我已经没法参加比赛了。”这从降体

重上面没有多受折磨， 可没想到却遭遇了这个更影

响发挥的意外，但廖辉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证明，人的

极限就是没有极限。

这次在世锦赛中的抢眼表现， 让廖辉再一次成

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据权威媒体统计，廖辉在本次比

赛实现了三个“最”：国际举联采用新体重级别以来

第一位拥有某级别全部3项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成为

世锦赛上打破同一级别全部3个项目世界纪录的第

一人；第一个世界冠军数达到两位数的运动员。央视

直播解说员在比赛结束时直接表达道：“廖辉完全

有资格进入国际举联名人堂了。”1992年开始设立

的国际举联名人堂， 至今只有陈镜开一个中国人。

●成为第一位实现一个级别世界

纪录大满贯的选手

●打破世界纪录后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跨国独家专访

廖

辉

“说实话，冠军对我没有多大意义了，惟有世界纪录的

那串数字才能刺激我。” ———廖辉

2014年世界举重锦标

赛男子69公斤级比赛在北

京时间前夜结束， 由于前

两天男子举重噩耗不断，

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56公

斤级与62公斤级两个级别

连连失手，无缘金牌，夺金

重担落在了亮相69公斤级

赛场上的惟一一位中国选

手廖辉身上， 他是2008年

北京奥运会金牌得主，也

已有多次称霸世锦赛的经

历。 不过廖辉心里却有更

高的目标，“说实话，冠军

对我没有多大意义了，惟

有世界纪录的那串数字才

能刺激我。” 廖辉最终说

到做到， 打破了抓举和总

成绩两项世界纪录。 由于

165公斤的原世界纪录是

由保加利亚选手马尔科夫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创

造，此后14年无人超越，这

让廖辉新创造的166公斤

的抓举世界纪录格外有含

金量。 尽管新的世界纪录

只比原世界纪录提高了1

公斤， 仍引起国内外一片

盛赞。

1公斤的背

后， 是人类不断

挑战极限、 挑战

自我的14年。

人类的运动极限在哪里

人体的运动潜能就像一匹骏马， 看似精力无穷

可以肆意奔跑，但总会有一条勒住它的绳子。南京体

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主任钱竞光说，大千世界，凡

是由材料组成的物质，就存在着极限的问题。

那么勒住骏马的绳子是什么呢？ 在北京体育大

学教授刘晔看来， 这条绳子就是人体生理学机制和

人体解剖结构。刘晔认为，以心率为例，人类进入运

动状态后，心率会加快，理论上认为一个非常健康的

年轻人运动时的心率最高值为

220

次

/

分， 如果超过

心率的极限值，会因供血不足，发生运动猝死。

对于各种运动的极限值， 科学家进行了种种测

算。 比如一些科学家算出

100

米短跑的极限是

9

秒；

110

米栏的极限是

12

秒

38

； 跳远的极限为

8.96

米……

那么这些数值是如何得出的呢？

钱竞光说，现在大多数的科学家通过力学、生物

学等方法来预测人类的运动极限。 但是刘晔指出这

样的测算方法存在一定的误差， 由于所测试的骨骼

或肌肉都是离体的，也就是不能在活体上测试，因此

这样测得的结果虽然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又与

在活体上的实际数值有一定出入。

两届奥运冠军占旭刚的主教练王国新曾表示，要

达到举重的极限，运动员主要要在肌肉力量上下工夫。

很多人看举重比赛觉得举重就是靠臂力， 其实举重是

要求全身用力，双腿固定，用腰的力量把杠铃送上去，

上肢用来起支撑作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要用。

既然人体运动有极限， 为何世界纪录仍在一次

次被刷新？ 世界纪录的刷新并不意味着运动极限的

打破，刘晔指出，每个人的运动极限都不同，由于种

种原因，运动员很难一次达到人类运动的极限值，但

是通过训练方法、运动器材、场地条件、营养等各种

外界条件的改善，运动员可能会无限接近运动极限。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世界纪录越来越难以被打破，且

世界纪录的成绩被超越的幅度越来越小的原因。

几年前，法国生物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所的专家

们在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以来所创造的

3260

项

世界纪录进行整理和分析后提出，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

来，新创造的纪录数量已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他们宣

称人体潜能在

100

多年前只发挥了

75%

，但到今天已被

激发到

99%

。人类竞技水平已经逼近生理极限，

2060

年

后再创造世界纪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据人民网

37年

肯尼亚队在2014年5月以14分22秒22的成

绩打破了前西德保持37年的男子4X1500米接

力世界纪录。

肯尼亚选手摩西·摩挲在2011年7月以1分

12秒25的成绩打破了日本选手濑古利彦保持了

30年的男子25000米跑世界纪录。

美国队在2012年8月以40秒82的成绩打破了

前东德保持了27年的女子4X100米接力世界纪录。

（注：数据来源于国际田联官网，均是室外田径

纪录）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整理

30年

27年

廖辉在比赛中拼尽全力

▲

▲

▲

▲

▲

▲

▲

▲

▲

▲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1998

年，国际举

联 紧 跟

“奥 运 瘦

身”战略，

主动对举

重男子比

赛的级别

进行缩减，

首次出现

男子69公

斤级别，而

2000年悉

尼奥运会

则首次设

立了男子

举重69公

斤级别，于

是2000年

也出现了

首个男子

69公斤级

抓举世界

纪录

166公斤，男子举重69公斤级抓举的新世界纪录，从

之前的马尔科夫名下转让到一个名叫廖辉的中国小

伙，而实现这1公斤的跨越，世界等了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