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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最近似乎在体育圈很火。

除了在某特战旅集训的中国U25

男足外，中国田径队同样也选择以军

训来开启2019年的冬训。

寒风凛冽的清晨，枯叶卷入风中，

肆意飞舞，路上的行人不由自主的加

快了脚步。在北京西郊的某部，中国

田径队结束了为期1周的军训。210

名运动员步调整齐划一，口号高亢嘹

亮，动作利落干脆，完成了队列会操、

拉军歌、比内务等汇报表演。苏炳添、

韦永丽、谢文骏等10名运动员被评为

“最佳标兵”。

经过7天军训，中国田径队的运

动员们确实有了“军人的样子”。他们

用一场军训开启2019年的冬训，并由

此正式拉开备战2019年田径世锦赛

和2020年奥运会的序幕。

为期一周的军训时间并不长，但

给大家的印象却十分深刻，尤其是前

几日的一次凌晨紧急拉动——这个时

节的北京，零点已经颇为寒冷，听到集

合警报后，所有队员不仅要马上叠好

被子打上背包下楼，还要背着背包跑

上一公里。寒风中的拉练对于大家都

是一场考验，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紧急集合，对于我们来说很新

鲜，就当是体验生活了，也从中了解了

军人的不易和奉献。”百米飞人苏炳添

从小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军人，如今

终于有机会切身体验军人的生活。

站军姿、走队列，这是中国田径队

军训一周后会操的主要项目。会操开

始前，刚吃了早餐的队员就开始整理

内务，铺平床单、再把被子叠成“豆腐

块”。随后，所有参训人员被分成5个

分队，在教官的带领下拉歌活跃气

氛。总教官一声令下，每支分队整齐

划一地出发，迈着正步经过主席台接

受检阅。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于洪臣特

别强调了军训的意义：“这次军训，是

田管中心党委落实国家体育总局领导

有关加强运动队思想政治教育、从严

治训、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指示精

神的一项举措，也是搞好2019年冬训

的第一堂课。”

有趣的是，会操结束后，苏炳添、

王宇、韦永丽、谢文骏、李玲蔚、苏文秀

等 10名标兵还“多”站了 10分钟军

姿。原来，是队里要求这10名标兵分

享自己的收获体会。在整个采访过程

中，标兵们在寒风中纹丝不动。

苏炳添直言，自己从小就有当兵的

梦想，这次军训是弥补了遗憾：“有机会

当了一周军人，体验了一把军人吃苦耐

劳、为国争光的感觉，收获非常大。”

跳高名将王宇表示，军训期间观

摩教育片和参加励志访谈，他受到很

大触动：“对我影响很大，被军人为国

争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荣誉感打动，

以后的训练中，我必须更加刻苦，将这

种荣誉感落实到自己的训练和比赛中

去。”

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田径队取

得了12金12银9铜的不俗战绩。当

然，更大的挑战还在未来。2019年，

多哈田径世锦赛的任务将会非常艰

巨，2020东京奥运会的备战也已悄然

升温。于洪臣说，希望各支队伍接下

来全身心投入到随后的冬训中，力争

在东京奥运有所突破，为中国田径再

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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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秋末初冬时节，中超联赛经过
大半个赛季的厮杀，都进入到争冠的关
键期。本赛季也不例外。

10月 27日，中超联赛迎来了第 27
轮的争夺，也是倒数第四轮的角逐。
广州恒大远赴贵阳对阵“副班长”贵
州恒丰，在场地极其糟糕的条件下背
水一战，依然以 3比 0轻取对手，让贵
州恒丰只剩下理论的保级可能。在另
外一场争冠关键战中，上海上港坐镇
主场迎战强敌山东鲁能，结果凭借武
磊的梅开二度以 4比 2击败对手，勇夺
联赛主场 9连胜的同时也以 2分力压广
州恒大继续领跑。

27轮联赛战罢，上海上港19胜5平3
负以62分傲视群雄，广州恒大则以60分
位居次席，山东鲁能以51分位居第三，在
本轮客场意外输给河南建业的北京国安
以 49分排名第四。联赛仅剩 3轮，山东
鲁能和北京国安分别落后第二名 9分和
11分，已彻底丧失争冠的理论可能。

中超联赛，又一次变成了广州恒大
和上海上港的双雄会。

一整年的拉力赛后，终于到了真刀
真枪刺刀见红的时刻——11月3日，广州
恒大将坐镇天河体育场迎战上海上港，联
赛争冠的结局或将在这里尘埃落定。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较量，也是一
场谁也输不起的对话。世界杯后的下半
赛季，广州恒大在主场所向披靡保持全
胜，仅有的两场失利都是在客场，包括与
上海上港的那场补赛。如今在只落后 2
分的情况下，广州恒大如果能在天河取
胜就将反超上港重新掌握争冠的主动
权。最后两轮，广州恒大面对的都是保
级球队，取胜应该不难。因此，这一战就
变得尤为重要。如若不能在主场击败上
港，依然相差 2分的话，那么最后两轮寄
希望于上港犯错送分几无可能。

上海上港其实并不惧怕广州天河的
魔鬼主场，毕竟凭借上港的实力足以与
任何中超对手相抗衡，包括七冠王广州
恒大。上赛季正是上海上港在这里终结
了对手的主场56连胜纪录。如今手握2
分优势，上港将士内心十分清楚，这是一
场毕其功于一役的巅峰对决，一旦取胜
或者打平，基本就将提前锁定冠军。

联赛进入到冲刺阶段，广州恒大
的两杆“洋枪”——保利尼奥和塔利

斯卡逐渐放缓了进球势头。最近几轮
联赛，广州恒大的本土球员表现出
色，帮助球队拿下一波五连胜，积分
紧咬上海上港，其中郜林、于汉超、
郑龙等人都奉献出了进球。对于广州
恒大全队所有人来说，与上港这一战
既事关冠军走向，也是一场正名之
战。在上赛季和上海上港的直接对话
中，广州恒大都没有占到优势，本赛
季的中超联赛又是先折一阵，如今回
到主场再战对手，恒大必然希望能以
一场胜利来写就中超八冠王的荣光。

客场拿下贵州恒丰后，广州恒大马
不停蹄的当晚就返回广州，备战 11月 3
日的关键战役。这一场比赛恒大的外援
三叉戟表现如何将十分重要，当然本土
球员们同样值得期待。上一场比赛的进
球功臣于汉超说：“下一场是冠军争夺者
的直接对话，这种比赛不需要动员，每个
人心里都有数，都会全力以赴。”虽然邓
涵文将累计黄牌在下一轮停赛，但张琳
芃和黄博文都将解禁复出，这对于广州
恒大来说或许算是个好消息。

在两大强援浩克和奥斯卡的领衔

下，再加上状态复苏的埃尔克森，以及
进球如麻的武磊，上海上港的实力确实
今非昔比，在中超赛场有了傲视群雄的
资本。在对阵联赛第三名山东鲁能的
比赛中，一场 4比 2的大胜足以展示出
上港的攻击火力。广州恒大想要完全
防住上港的进攻，并非易事，尤其是在
梅方受伤、邓涵文停赛，后防线需要重
新打磨的情况下。

当然，对于上港来说，后防同样存
在隐忧。于海在国家队比赛中受伤赛
季报销，贺惯身体存在小伤能否出场尚
存疑问，导致上海上港后卫线的防空能
力明显不足。而广州恒大的高空轰炸
本就威力十足，保利尼奥、高拉特、郜
林、冯潇霆等人都是头球抢点的高手。
上海上港的防线，在面对恒大的攻击群
时同样丝毫不能大意。

幸运的是，奥斯卡、傅欢等球员在上
一场比赛中均没有吃到黄牌，周末都可
以随队远征天河。在阵容相对齐整的情
况下，上海上港的实力并不弱于广州恒
大，强强对话又是冠军点上的焦点之战，
上港球员是否有一颗冠军的心，抵抗住

巨大的压力就变得极为关键。
争冠局势并不明朗，保级也很复

杂。贵州恒丰以 21分垫底，基本锁定一
个降级名额。河南建业主场2比0爆冷战
胜北京国安后，取得28分，与天津泰达和
重庆斯威队同积 28分，排名倒数第二。
广州富力 29 分，最后三轮也要步步为
营。31分的长春亚泰、天津权健也都有
降级的危险。中超最后三轮，除贵州恒丰
外，另一个降级名额尚有很大的悬念。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冠军永远只
有一个。不管是上海上港，还是广州恒
大，两支球队中只有一队将会最终问
鼎。不同的是，广州恒大问鼎就是豪取
八连冠，上海上港加冕的话，就是夺得
队史首个顶级联赛冠军，并打破广州恒
大对于中超联赛的垄断。

八度加冕，还是新王诞生？11月 3
日，中超决战将在天河提前上演，我们
拭目以待。

上图：10月28日，广州恒大队球员

保利尼奥（左）在比赛中和贵州恒丰队

门将张思鹏拼抢。 新华社发

中超联赛进入争冠关键期，广州恒大与上海上港再次上演双雄会，11月3日决战提前上演—

天河一战定乾坤
■陈小强 本报记者 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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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体操世锦赛在当地时间 29日
进行了男子团体决赛，由肖若腾、邹敬
园、邓书弟等组成的中国队以256.634分
惊险夺冠，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俄罗斯队以 0.049 分之差位居第

二，日本队获得第三。
本届世锦赛是东京奥运会体操项

目的第一场资格赛，获得男、女团体前
三名的队伍将直接获得东京奥运会团
体参赛资格。

体操世锦赛男团中国队惊险称雄

10 月 28日，2018 吉利汽车宁波国
际马拉松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开跑。这
是继 2015 首届甬马后，这场高水平的
体育赛事重新回归宁波杭州湾新区。
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宁波市人民
政府和浙江省体育局主办，宁波杭州湾
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宁波市体育
局承办，北京铭泰体育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独家运营。

赛事以“开心跑，甬向前”为主题，
共设置全程马拉松 42.195公里、半程马
拉松 21.0975 公里和迷你马拉松 5.2 公
里三大项目，总规模为10000人。

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长跑王
国埃塞俄比亚的西赛·伯翰奴和姆贝尔·
吉玛获得前两名，季军则被中国选手李
春晖以2小时19分53秒的成绩斩获。

（陈小强辑）

2018宁波国际马拉松激情开跑

2018年法国羽毛球公开赛 28日迎
来决赛日。去年在巴黎颗粒无收的中
国队共获得男单、男双和混双三项冠
军。男单决赛上演国羽“内战”，奥运
冠军谌龙直落两局击败二号种子石宇
奇。

夺冠后的谌龙振臂高呼，这是他在
2018年收获的首个单打冠军。“挺开心
的。今年的表现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
依然没有影响我对胜利的渴望，反而越
来越强烈了，也是因为能赢下一些比赛
之后自己会更有信心。”谌龙说。

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国羽勇夺三冠

2018 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锦标赛第 19站比赛当地时间 28日
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收官。汉
密尔顿尽管仅位列第四，但他还是凭
积分优势提前锁定年度总冠军。

本站比赛，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
斯塔潘以 1 小时 38 分 28 秒 851 夺冠。

汉密尔顿因此成为继阿根廷传奇车手
凡焦和德国名将舒马赫后，第三位获
得五次及以上 F1总冠军的车手。汉密
尔顿激动不已：“这一切太难以置信
了，我想感谢我的车迷以及梅赛德斯
车队所有人，在墨西哥夺冠意义非
凡。”

汉密尔顿五度加冕F1年度总冠军

5∶1，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比分。
11年来，首次同时没有梅西和C罗

的国家德比中，5比 1的悬殊比分再次将
球迷的视线拉了回来。梅西因伤坐上了
看台，苏亚雷斯站了出来，独中三元，率
领球队在诺坎普取得一场大胜，成为巴
萨的新领袖。

皇马输掉了本赛季 14 场正式比赛
中的第 6场，主帅洛佩特吉也输掉了最
后的机会，下课成为唯一的结局。

输球，是一场灾难吗？其实，并不
是，但惨败却是真正的下课导火索。

当然，皇马的危机并不是从这一场
比赛才开始的——

在这场比赛之前，皇马在 6场比赛
中输掉了 4场，球队士气十分低迷。今
年夏天，球队头牌C罗的离开，对于皇马
进攻端的打击显而易见。10 轮西甲联
赛中，皇马仅收获了 14粒进球，这个数
字仅仅是巴萨进球数的一半。

当夏天弗洛伦蒂诺送走 C 罗的时
候，皇马球迷还并没有过多的为球队担
心，毕竟队中还有本泽马和贝尔、莫德里
奇等巨星。然而如今排名西甲第 9位，
创下 14年来球队的最差开局，同时还刷
新了一项尴尬的纪录，队史连续不进球
最长时间纪录。自然，所有球迷的愤怒
都指向了球队主帅洛佩特吉。这位弗洛
伦蒂诺在夏天不惜以与整个西班牙足坛
翻脸作为代价钦点来的主帅，在这四个
月里并没有为俱乐部和球迷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坦白讲，皇马的现状并不能全赖在
洛佩特吉头上。在C罗离开后，皇马的
夏天基本没有引援，不管是阿扎尔，还是
内马尔的交易最终都未能签字，仅在转
会窗口关闭前匆忙签下了马里亚诺这个

潜力股。很显然，球队失利的种子早已
埋下。

当然，不管怎样，球队表现不佳，主
帅必然是第一个挨刀的人。北京时间
10 月 30 日，皇马官方宣布 52 岁的主教
练洛佩特吉下课。皇马二队主帅索拉里
将担任球队的临时主帅。在执教不到四
个月后，洛佩特吉留下了 14场比赛 6胜
2平 6负的战绩，黯然离开伯纳乌。

索拉里成为临时主帅，将指挥球队
在本周中国王杯对阵梅利利亚队的比
赛。皇马官方并没有宣布下一任正式主
帅，据悉，之前西班牙媒体曾报道意大利
名帅孔蒂接近执掌皇马教鞭，但因为合
同年限和主教练的权力范围问题，目前
双方并未能达成一致。孔蒂何时能够降
临伯纳乌尚不好说。

不管是索拉里指挥，还是孔蒂执掌

教鞭，抑或是请来“教授”温格救火，皇马
的问题并不会那么容易解决。毕竟，在
C罗离开后，并没有超级球星加盟，实力
上的减弱是十分明显的，再加上最近球
队的士气低迷，留给皇马新任主帅的工
作会有很多。

上图：10月28日，巴塞罗那队球员

苏亚雷斯（左）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一场没有梅罗的国家德比中，皇马惨遭巴萨5比1横扫，直接导致主帅洛佩特吉下课—

“马”失前蹄谁之过？
■马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