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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种人首次跑进20秒

男子200米决赛，排在最外道出
发的谢震业再次创造了“第九道”奇
迹。“弯道超车”并奋力冲线后，谢
震业创造了历史：19 秒 88，这一成
绩超越了来自卡塔尔的尼日利亚裔选
手奥格诺德，后者曾在 2015 年跑出

19秒97的成绩。
继去年在百米赛场叩开 10 秒大

关后，谢震业又一次超越了自己，成
为第一个在200米比赛跑进20秒的黄
种人。在比赛后，他也禁不住感慨：

“感觉太棒了，毕竟创造了个人的最
好成绩，还刷新了亚洲纪录，我太高
兴了！”

伦敦确实是谢震业的福地。1年

前，他就曾在这里夺得世界杯男子
200米冠军，当时的成绩是20秒25。

但在本赛季此前的比赛中，谢震
业状态一般：钻石联赛洛桑站获得第
七、瑞士卢塞恩站名列第四。重回伦
敦，谢震业终于爆发了。

“我赛前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快速
度，取得这个成绩给我征战多哈世锦
赛增添了信心。”谢震业说。

为世锦赛“打底”的同时，谢震
业也凭借这一出色成绩拿到了自己的
第二张东京奥运会“入场券”——就
在上个月，他在钻石联赛奥斯陆站男
子百米比赛跑出了 10 秒 01 的成绩，
达到了奥运参赛标准。

实现了参加奥运的“小目标”，
谢震业期待着下一个突破：在高手林
立的世锦赛和奥运会上，闯入200米

决赛。
在今年男子 200 米的世界排名

中，目前有5名选手的成绩比谢震业
快。不过，除了美国双雄莱尔斯和诺
曼优势突出外，其他选手水平比较接
近。如果能够延续伦敦站的好状态、
在大赛上稳住心态，创造历史并非不
可能。

跨栏赛场再传喜讯

在110米栏赛场，谢文骏的冠军
同样得来不易——比赛中，谢文骏起
跑落后，但凭借后程加速“逆袭”，
与法国选手贝洛锡安同时撞线，成绩
都是13秒28，最终谢文骏以0.005秒
的优势惊险夺冠。

刘翔退役后，谢文骏逐渐成为中
国男子跨栏的领军人物。在仁川亚运
会和雅加达亚运会上，谢文骏都获得
了冠军。亚洲冠军虽然毫无悬念，但
在国际赛场上，冠军已经久违了。因
此，虽然未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13 秒 17，但伦敦站冠军的激励作用
确实不小。

谢文骏在赛后表示，如果想在将
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还是应该注意
起跑。“我其实对13秒28的成绩并不
满意，因为今天的起跑有些慢，好在
几个栏后我逐渐追了上去。”

今 年 ， 28 岁 的 谢 文 骏 重 新 上
路。此前，他前往美国冬训，跟随跨
栏名将梅里特的教练安杰瑞斯，强化
七步上栏技术，以期突破自己的技术
瓶颈。天道酬勤，今年5月的钻石联
赛上海站，主场作战的谢文骏跑出了
13 秒 17 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了一
枚银牌。

同谢震业一样，谢文骏本赛季的
最好成绩位列世界第六。而他的目标，
是在今年进入世界前八，让中国选手
重新出现在奥运会的跨栏决赛上。

“如果我表现再稳定一些，跑进
13 秒 20，肯定能进前八。”谢文骏
说，“我的终极目标是明年的奥运
会。我之所以还站在赛场上也是给自

己一个交代，还想拼一下，为了自己
的一个梦想。”

中日对决箭在弦上

苏炳添、谢震业、谢文骏，再加
上实力不俗的男子4×100米接力队，
如今的中国短跑有足够的能力同强敌
掰掰手腕。在世锦赛和奥运会赛场，中
国队除了要对抗众多欧美好手，还要
同日本队争夺亚洲第一的宝座。

日本队在男子200米项目上有悠
久的传统。2003 年，名将末续慎吾
曾在巴黎田径世锦赛上拿下 1 枚铜
牌。而在今年，混血选手萨尼布朗曾
跑出 20 秒 08 的成绩。不过，率先跑
进 20 秒的谢震业，已经将对手甩在
了身后。卡塔尔世锦赛和东京奥运
会，将成为谢震业证明自己的地方。

在男子100米赛场，苏炳添和谢
震业也将面对日本队的集体冲击。在
伦敦站，日本名将小池贵佑跑出了9
秒 98 的成绩，成为继桐生祥秀和萨
尼布朗之后，第3位跑进10秒大关的
日本选手。

日本队在百米赛场的整体崛起，
也带动了接力比赛的好成绩。伦敦
站，日本队在男子 4×100 米接力中
跑出了 37 秒 78 的亚洲历史第三好成
绩，获得亚军。而在苏炳添等主力缺
阵的情况下，谢震业率领中国接力队
以38秒54获得第五名。

在今年 5 月的世界田径接力赛
上，派出苏炳添、吴智强、谢震业、
梁劲生最强阵容参赛的中国队跑出
38 秒 16 的赛季最好成绩，仅以 0.01
秒之差错过领奖台。而日本队则因接
棒失误无缘决赛。

可以想见，在卡塔尔世锦赛和东
京奥运会上，中日两国的速度对决将
在多个赛场展开。无论是接力的奖
牌，还是 100 米和 200 米的决赛，都
将成为竞速的焦点。而两国选手目前
的火热状态，更是为不久后的比赛增
添了看点和悬念。

谢震业200米跑进20秒创亚洲纪录

中国田径，又提速了
本报记者 刘 峣

田径场上的“中国速度”再次提速。
在近日举行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比赛中，中国选手拿下两

项冠军：谢震业在男子200米比赛跑出19秒88，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纪录；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谢文骏险胜对手率先撞线，让人们看
到了跨栏项目重新崛起的希望。

距离多哈田径世锦赛还有2个月，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1年的时
间，随着众多“追风少年”的状态渐入佳境，中国田径也有望迎来更
多的惊喜。

低调、谦逊，是大多数中国人为
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重要性格特征。
在一些国际场合，和海外朋友交流、
竞技时，中国人也十分在乎相互尊
重、维系友谊。但尊重必须是相互
的，如果对方屡次触碰原则底线，有
理有据、有礼有节地回击同样必要。
中国泳坛明星孙杨最近在韩国光州游
泳世锦赛男子 400 米自由泳颁奖仪式
上的两次挥臂大吼，就是这样。

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在孙杨夺得
世锦赛男子 400 米自由泳冠军后，获
得第二名的澳大利亚人霍顿在颁奖仪
式上拒绝登上领奖台。对于这种公然
不尊重国际泳联相关规定、不尊重中
国选手的行为，孙杨随后给予有力的
回应：他站上领奖台后，奋力挥拳，
呐喊两声，宣泄近段时间以来心中的
压力；颁奖完毕拍照时，他礼貌邀请
获得铜牌的意大利选手德蒂登台，两
人面对媒体镜头笑得很开心，留下一
旁一脸落寞的霍顿。

霍顿的表演，恰好证明了孙杨的
崛起给欧美泳坛带来的巨大冲击。此
番400米自由泳夺冠后，孙杨已经完成
800 米和 400 米自由泳的世锦赛四连
冠，可谓自由泳历史第一人。同时，他
的10枚世锦赛金牌数也追平了美国名
将罗切特，排在他前面的只剩下“飞
鱼”菲尔普斯。

因为孙杨动了欧美选手长期把持
的“奶酪”，才招致一些人心理失
衡，极尽侮辱诽谤之能事。每逢大赛
之前，也是孙杨受到诋毁最多的时
候。这次也不例外。本届游泳世锦赛
开赛前，就有澳大利亚媒体发表几十
页长文，再次炒作孙杨去年不配合兴
奋剂检测事件（国际泳联此前已认定
孙杨不存在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行为），意在煽动外界情绪，影响孙杨
备战。

拼实力是最好的回击方式，如
今，孙杨已经习惯了用成绩让对方

“闭嘴”。在此次 400 米自由泳决赛
中，孙杨游到最后50米时，优势已无
法撼动，3分42秒44的成绩更是力压
霍顿等对手。这份实力，来自他长期
的坚持和努力。正是背后付出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艰辛，才换来他在大赛时
的高水平状态。这份实力，更生动反
映了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进而助推
体育事业实力增强、明星辈出的现
实。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体制改革等方面下了大功
夫、花了大精力。这种坚持不懈而积
攒下的实力，不容抹杀。

竞技体育的重要目标就是拿金
牌，这也是奥林匹克精神“更快、
更高、更强”的重要载体。为什么
欧美选手站上最高领奖台时就收获

“泪水”“汗水”“坚持”等赞誉之
词，而中国选手夺冠时，某些西方
媒体就各种找茬，怀疑是否服用禁
药，进而攻击中国体育体制呢？这
是因为他们戴着有色眼镜。西方媒
体有权怀疑孙杨，但孙杨也有权利
自证清白。况且，国际泳联对孙杨
的权威性认定亦摆在那里。霍顿之
流宣称自己代表着体育运动中“干
净”的一方，但自己成绩却没多大
进 步 ， 甚 至 还 试 图 把 别 人 “ 拉 下
水”：要求意大利选手德蒂也效仿他
拒绝站上领奖台。

霍顿这种靠扮演“道德审判者”
给自己鼓劲的方式，不禁让人想起中
国作家鲁迅对这种人的一段评述：

“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
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
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面对

挑战、诽谤、挑衅，最重要的是做好
自己的事。

在此也奉劝某些西方媒体、霍顿
之流，别再自暴自弃下去，赶快醒过来
吧。与其花精力耍一些被人嗤之以鼻
的小伎俩，不如想办法提高自己的业
务能力、竞技水平。毕竟，靠说大话就
能左右国际舆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
返了。

实力是最好的回击方式
彭训文

PP体育开启英超版权新周期PP体育开启英超版权新周期

本报电（刘林伟） PP体育新赛季英超发布会近日在上海
举行。以“原汁原味看英超”为理念，新赛季PP体育将致力
于通过专业化、科技化、标准化、精品化和强互动的运营方
式，最大程度还原英超赛场本身，营造现场感十足、原汁原
味的英伦气氛。

自 2019-2020 赛季开始，PP 体育拥有未来连续 3 个赛季
英超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独家全媒体版权。数据显示，
上赛季，在PP体育上观看英超的总人次已达到12.8亿，在多
个播出平台中，PP 体育直播覆盖用户占比超过 1/4。目前，
苏宁旗下的 PP 体育手握中国之队、中超、亚冠、英超、西
甲、德甲、意甲、法甲、欧冠等重量级体育版权，已经形成
以足球产业为核心的体育内容矩阵。

据悉，新赛季PP体育将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设立
记者站，为球迷带来现场第一手消息，并为英超直播打上

“PP体育烙印”。在解说阵容上，PP体育新赛季将尽可能满足
更广大人群的观赛需求，除了专业解说“大咖”，焦点比赛还
会有娱乐明星等带来“花式”解说，让比赛兼具娱乐性。

77月月2121日日，，谢震业谢震业 （（前前）） 在比赛后在比赛后。。 阿尔贝托阿尔贝托··佩扎利佩扎利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中国选手
孙杨 （中）、澳
大利亚选手霍顿

（左） 和意大利
选 手 德 蒂 分 获
冠、亚、季军后
参加颁奖仪式，
然而霍顿并没有
与他们一同登上
领奖台。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7月 22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 2019年世界击剑锦
标赛男子重剑团体三四名决赛中，中国队以35∶45不敌瑞士
队，获得第四名。

图为中国队选手王子杰 （右） 与瑞士队选手斯特芬在比
赛中。 新华社发

击剑世锦赛
中国男子获重剑团体第四

击剑世锦赛
中国男子获重剑团体第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