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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聘小车司机待遇优69907557

求职
●带大巴或新途观13628005122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空调修移加氟保养城
区有网点86629948*87333190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机麻合作13258329997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麻将高科技合作1532808088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九里堤中路87634151世博医院
●青白江医疗养老13668139188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457778疏管低抽粪84553337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空调

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桌椅厨13880961438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991212
●高价一切二手货13438489919

●收空调餐饮宾馆13880287135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律师服务

●经济民事婚姻案13281850066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公司注册★各类资质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7220

●豪运办照资质升级86531377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房屋租售
●租/售★航空港1-3层独栋商铺
2600㎡，宜餐饮13032828088

土地转让
●土地厂房出售13980772563
●百亩转让或合作18080076651
●新都工业园十亩土地出售出租
王女士15928735262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写字间租售
●低租市内写字楼13980990595

酒楼·茶楼转让
●西门茶楼急转13980831698
●武侯大道茶坊转15982057918
●红牌楼茶楼转让13348845278
●转玉沙优质茶楼13808005875
●琉璃场茶楼转让15882229029
●1100平茶楼联营13348866718
●剑南大道中段世豪广场1200平
精装茶楼转让13608234883

餐馆转让
●低转沙湾300平13683470530
●大世界400平火锅18780117898
●府河200平旺餐转18030407449
●千余平火锅转租13666173640
●多处好口岸火锅转让宜公
司整体收购包装13730810676
●天然氧吧农家乐13808088772
●420平火锅店转让15828412141

●市中心通气270平13666191668
●科华700平火锅转13208117688
●南站200平餐低转15828502508
●转西门496平餐饮18981731286
●天然氧吧农家乐13808088772
●400平火锅店优转13982869106

店铺
●交大1200平米全新装修KTV转
让或承包证照齐全13981933672
●群星路独立商铺560平米转租，
有天然气可停车13320987039
●火车南站网吧黄金旺铺转让
（高配证照全）18602816046陈
●低房租超市转让15882213884

厂房租售
●免费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羊安厂房租售●13028178618
●大小厂及场地租13882128045
●成洛路旁厂房出租大动力1600
平米，电话：15982143829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北新旁大标厂张13980652583
●温江厂房零租招商400846246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工业园厂房出租13880559778

●邛崃鑫和工业园22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出租电话：13882157830
●永宁镇厂房出租13628029426

招商

●求闲置公司执照13518110611
●寻投资养老医院15828341107
●武侯区金花商业卖场6千平米已
装修现招商●18708111817●

4项杯赛冠军出炉

欧洲足坛上演“杯赛之夜”

对于欧洲足坛来说， 昨晨是值

得被铭记的，在这一夜，英格兰、德

国、西班牙、法国均产生了各自的杯

赛冠军。

其中， 巴萨3比1力克毕尔巴鄂

竞技，捧起西班牙国王杯，本赛季已

经夺得联赛杯赛双冠。而阿森纳4比

0击败阿斯顿维拉， 卫冕足总杯。德

国杯决赛中，沃尔夫斯堡的“搅局”

让克洛普的告别战以失败告终，这

也是沃尔夫斯堡历史上第一次赢得

德国杯冠军。法国方面，巴黎圣日耳

曼1比0击败欧塞尔， 巴黎历史上第

11次赢得法国杯，加冕双冠王。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成都青少年

感受西班牙足球

在成都也能够学习和西班牙巴

塞罗那的小孩小时候一样的足球青

训课程， 感受西班牙教练的教学方

式， 而且前一个月学习都是免费的。

前日，西班牙拉玛足球学院成都分院

正式开班，几百名4-15岁的小朋友分

按照年龄阶段不同分批接受免费教

学，即便天气炎热，小朋友们仍然热

情高涨。

据拉玛足球学院中国区负责人

宁爱军介绍， 拉玛足球学院成都分

院是拉玛在中国西部城市开设的第

三个分院，第一分院设在西安，第二

分院开设在重庆。宁爱军介绍，成都

的青少年足球培养在全国名列前

茅， 拉玛希望能为成都青少年足球

贡献一份力量。据了解，本期青少年

足球训练营的训练基地设在成都市

青羊区FF体育公园11号足球场，第

一次训练从上周六开始， 报名学员

将接受为期4周的训练，每周训练一

次。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2015全国排舞联赛

四川赛区受热捧

昨日，2015 “舞动中国—排舞

联赛”（四川赛区） 在成都体育学

院落下战幕。 这次比赛虽然只有两

天，却吸引了全省1660人报名参赛。

2015 “舞动中国—排舞联赛”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和全国排舞运动推广中心共同主

办。比赛有单人、双人和集体项目。

参赛选手年龄从4岁到50岁不等，根

据年龄情况， 分为幼儿园组、 小学

组、中学组、高校组、青年组（35岁

及以下）、中年组（35—50岁）、常

青组（50岁以上）。

据了解， 排舞属于全球化健身

运动类别的一个分支， 起源于美国

上世纪70年代的西部乡村舞蹈。由

于排舞运动适合各个年龄层次，学

练的门槛较低， 近年来迅速在国内

发展。“经常进行排舞练习，心血管

和呼吸系统都能得到良好的锻炼，

消除大脑疲劳和精神紧张， 从而达

到增强体质， 增进健康等良好的健

身作用。 现在娃娃需要这样的身体

锻炼！”昨日，一位带队来参赛的学

校老师告诉记者。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与美国训练营合作助提高

“我们参加国外高水平赛事的机会更多了”

昨天张培萌的教练、中国田径队教练李庆在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揭秘中国男子百米成绩

飞跃的原因，“洋务运动”显著提高了中国田径的

水平，“在男子100米项目上， 去年我们在国外训

练、比赛的时间很多，过去选手在国外参加高水平

赛事的机会极少，但2014年张培萌、苏炳添每人参

加国外高水平赛事有七八场，是过去的几倍。”

李庆说， 高水平赛事让中国选手有了更多

跟国外顶尖选手交流切磋的机会， 也能学到更

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还与短跑水平世界顶尖

的美国训练营建立了合作。 苏炳添的冬训是在

美国迈克尔·约翰逊训练营的教练帮助下进行，

外教改变了他的技术和节奏。苏炳添以快、灵为

特点，但以前他一味加速度、加节奏，现在学会

了分阶段地加节奏，分配体能。外籍教练还发现

他原来先出右脚的起跑方式并不很科学合理，

指导他进行技术改造， 目前他采用的是出发先

出左脚的新技术。 李庆特别提到，“在美国佛罗

里达的体能训练对选手提高也有不小的帮助。”

今年初中国田径短跑接力队就在位于佛罗里达

的IMG体育学院冬训，包括美国足球大联盟的几

支球队、橄榄球队等都在此集训，相比之下，田

径运动员在此训练的是少数。IMG学院的美国体

能师要求苏炳添等人要把每个训练动作教科书

般标准完成，一堂“拉能力”的训练课就包括连

续12组100米计时冲刺， 有强度成绩的要求让队

员冲刺后的表情都痛苦至极， 苏炳添坦言：“这

样的痛苦可能我们一辈子也就体验几次， 但是

体验过后绝对有收获。”

中国田径聘请11名外教

“洋务运动”是“后刘翔时代”重新腾飞的翅膀

男子100米请外籍教练特训是中国田径在

“后刘翔时代”振兴计划的集中表现之一。今年

称得上是中国田径的元年， 亚洲田径锦标赛和

2015年田径世锦赛都将在中国进行， 而水平极

高、 影响力很大的田径世锦赛更是首次落户中

国。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提出了在

2015年田径世锦赛争夺4-5枚奖牌，1枚金牌的

目标。为了田径世锦赛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田管中心制定了“1516行动计划”，这其中重要

的一条就是让有潜力的中国田径选手踏上留洋

取经的征程，即在苏炳添、张培萌、李金哲、张国

伟等一批选手身上展开“洋务运动”聘请11名

外教来带他们。比如曾经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保持者加特林的教练就在指导张培萌； 竞走的

外教是曾培养出5位奥运冠军、6个世锦赛冠军

的意大利金牌教练达米拉诺； 指导李金哲的美

国外教是兰德尔·亨廷顿，此人的两大知名弟子

分别是男子跳远世界纪录保持者鲍威尔以及前

男子三级跳远世界纪录保持者班克斯……

中国田径队的海外拜师学艺行动，因为人数

多，规模大，也被称为中国田径史上“规模最大

的留洋潮”。 自从刘翔在雅典奥运会夺冠后，中

国田径已经11年没有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刘翔

退役后留下的空白需要人填补，而田径是基础大

项，是体育强国的标志之一。对中国田径队来说，

“洋务运动”是重新腾飞的翅膀，而昨天苏炳添

创历史地破10秒无疑是中国田径的强心剂，也许

在这些留洋的重点田径项目中，未来会诞生下一

个刘翔。

黄种人首次百米“破10” 苏炳添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苏炳添昨日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男子100米决赛中跑出9秒99并列第三，成史上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黄种人

“感谢刘翔赛前对我的鼓励。我

站到赛场上有预感，只要把握得好，

自己就有机会取得好成绩。 但万万

没想到冲过终点时， 竟然看到计时

牌上显示的是

9

秒

99

。我现在更加憧

憬

8

月的北京世锦赛，希望自己能在

100

米和

4×100

米取得好成绩， 再为

中国队创造奇迹！”

———苏炳添

9秒99为“后刘翔时代”的

中国田径注入一针“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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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专访中国田径队短跑教练李庆揭秘突破背后的“洋务运动”

天时地利支撑苏炳添破纪录

天时：在顺风的情况下跑得更快，但按国际

田联的规则，距离

200

米和

200

米以下的径赛，凡

顺风时平均风速超过每秒

2

米者，所创纪录不予

承认。 而昨天凌晨苏炳添比赛时， 风速为顺风

1.5

米

/

秒，一般意义上，顺风

1

米

/

秒以上，

2

米

/

秒

以下，就是公认的好天气。而顺风

1.5

米

/

秒这一

数据，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这几乎已经是最好

的风速条件， 要知道

2008

年博尔特在鸟巢创纪

录夺冠时的风速，也仅为

1.2

米

/

秒。

地利：塑胶跑道材质的特点，决定了其随

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硬的结果。对于短跑项目来

说，跑道不宜过软，因为弹性太大一是影响向

前跑动，而是更加“吃”鞋钉。而美国的尤金海

沃德田径场是一条老赛道，硬度适中，使得选

手蹬地更有力，此外，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尤金

田径场堪称福地，刘翔当年也是在这里超风速

平了男子

110

米栏的世界纪录。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何鹏楠

昨天，2015年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

美国尤金站中，中国

选手苏炳添在男子

100米决赛中跑出9

秒99并列第三，成为

历史上首位突破10

秒大关的黄种人。男

子100米是世界田

坛的主流项目，影响

力极大，该项目长期

被黑人统治，之前黄

种人在该项目的最

好成绩是10秒，此次

破10秒具有里程碑

意义。

9秒99的成绩也

让一直与中国角力

亚洲短跑的日本震

惊， 让中日选手谁

会破10秒壁垒的暗

战结束。 在尤金站

现场观赛的刘翔也

难掩激动之情，第

一时间跑去向苏炳

添表示祝贺， 忍不

住大喊：“太牛了！

太牛了！” 两人随

后紧紧相拥。

七十年代， 美国生物机械学博士吉迪恩·

阿里尔预测：

9

秒

60

也许是人类百米的极限。然

而，这一结果显然早已被以博尔特为代表的田

径运动员们所推翻，前几年法国的佩龙内特和

蒂博博士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能够在

2040

年跑

出

9

秒

49

。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类跑

进

9

秒

5

根本就花不了那么长的时间，首先运动

员的饮食、营养在提高，人类身体的强壮程度、

速度和爆发力在进化。其次，训练手段在不断

科学化和丰富化，而高科技的应用也是个助推

剂……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是相同的情况，曾经

的亚洲青年纪录保持者李涛表示， 中国人的百

米极限无法预测，“我当年跑出

10

秒

26

时， 就有

科学家说黄种人的极限是

10

秒， 但现在我们已

经迈过了这一门槛，下一个门槛在哪里？只有天

知道了。”

中国人的百米极限在哪里？天知道！

苏炳添“破

10

”后激情庆祝

走出去 请进来

刘翔祝贺苏炳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