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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9汇文 体

最大对手是自己
去年 7月的钻石联

赛伦敦站 200米决赛，

谢震业为中国短跑带

来最大的惊喜。他

以 19 秒 88 夺冠

并改写亚洲纪录，

成为首位打开

20秒大关的亚

裔，将中国田径

在这个项目上往

前推了一大步。两

个月后的多哈田径

世锦赛，谢震业再次书

写历史，成为首位闯进 200米决赛

的中国选手。东京奥运会，大家对他的期望

更大。目前谢震业正在奥运的备战周期内，他的

目标是什么，最大的对手又是谁？
“我其实没有树立特别明确的目标，因为每

一个对手都会有一些变化。对我来说，最大的对
手应该是我自己，我不用去管别的对手。其实再

怎么关注别人，你终究要拿自己的成绩去说话。”
谢震业表示，在每一件事上不断突破自己，把自

己当成对手去打败，可能才是最大的收获，也是

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体现。
东京奥运会，谢震业将兼项 100 米和 200

米。问谢震业更喜欢哪个项目，哪一个更有优势，
他表示都一样，“如果硬要找一个的话，我可能更

喜欢 100米，因为 200米太累了。优势的话，200
米会相对更大一些。”

两个项目有共通
那为什么要辛苦地兼顾两个短距离项目？他

解释，“对我来说，100 米和 200 米是互相有利

的，可能纵观全世界，很多选手会同时参加 100

米、200米，两个同时在练，说明项目是有共通之

处的。希望这两个项目能相辅相成，我都能取得
好的成绩。”

不只兼项，这几天谢震业还跨项 3000米。东

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中国国家队举办
3000米测试大比武，谢震业的身影也出现在跑

道上，“感觉快一年没比赛了。”有趣的是，因为各
个队伍运动员都会参加测试，终点前，谢震业被

体操队的小将、雅加达亚运会三金得主陈一乐超
越。“其实有想过（被超越），体操又是有氧、耐力

相当出色的项目。”谢震业更看重的是这次机会，
因为跖骨有伤和软组织挫伤，他还在做康复训

练，为此选择跑一些专项强度小、速度慢的项目。

跑道喜欢6至9

因为 200米突破 20秒大关是在第 9道实现
的，谢震业被称作创造“第 9道奇迹”的人。“如果

是弯道项目 200米的话，会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来
说，1至 4道是不怎么被考虑的，4至 9道，其实每

一道相差都不是特别多。6至 9道还是比较受大家
喜欢的。”谢震业解释，“弯道弯的幅度越小，就更

容易跑，对于弯道选手来说会更加偏向于外道。”

根据两周前东京奥运会公布的赛程，中国田
径队推行“老将提升能力补短板，新人积蓄能力

寻突破”的备战宗旨。男子 200米将在明年 8月 3

日开启，“200米的话，我希望可以站上领奖台。”

谢震业透露雄心壮志，“我练到现在，一直都朝着
这个梦想努力。不管是哪个项目（100米和 200

米），只要能促使我站上领奖台的，我都会努力去
奋斗。这两个项目不冲突，哪个机会大，哪个就是

我努力突破的方向。”

首席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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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运会已进入一年的倒

计时。如果没有疫情，此刻，奥运健
儿正在东京赛场上披荆斩棘，奔向

更快更高更强的舞台。 如今，这份
约定虽延至明年夏天，竞争却并未

延后。

备战节奏被打乱，训练计划要

调整，这一届的奥运竞争，扩展了

大家的想象力。摆在面前的实际问
题很多。比如防疫背景下以训代赛

如何适应？原计划今年退役的老运
动员能否坚持？ 长达一年的备战

期，选手的心理怎样调适？

从这个角度讲，东京奥运会对

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全新的
挑战。中国军团正以积极的姿态迎

接这份挑战，寻找新的机遇。 以乒
乓球为代表的一些项目将在 8月

举行奥运会模拟赛；女排联赛也将
重启，为队员及时提供以赛代练的

平台。

而对田径等个人项目而言，经

受的考验也许更大。不少运动员原
本在国外与高水平选手一同训练

保持节奏，因为疫情不得不改变计
划，回国重新备战。 他们在身体和

心理上的调适，更依赖过往的经验
和顽强的意志。 但正如谢震业所

言：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只要坚定
目标，积极调整，眼前所有的阻碍

都会成为助力。而作为奥运选手与
大众分享备战体验，也是一种新颖

的调整方式。运动员需要情感交流

的窗口，来传递奥运精神，倾听内
心的声音。 这样做，定会帮助他们

更坚定地追逐梦想，勇者逆行。

    明晚，上港队将在中超第二轮中迎战河北华夏幸福。

有惊无险取得开门红之后，拿下两连胜是球队上下的目
标。主帅佩雷拉昨天透露，上轮头部受伤的主力中卫石柯

并无大碍，依然可以正常出战。阵容齐整，无疑是上港最大
的优势。

华夏幸福队在首轮与河北石家庄永昌 2比 2打平，而
且是在开场不久即被红牌罚下一人的不利情况下，展现了

相当顽强的斗志。对于这样一个对手，佩雷拉在昨天下午

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交手过多次，每次都很困
难。“他们的攻防组织不错，有很好的外援，前场的马尔康

身材高大，再加上这赛季从广州恒大引进了高拉特，这对
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实力大增，并且华夏阵中还有很多优秀

的中国球员。”
的确，尽管华夏幸福队新赛季放走了姜至鹏等主力，

但依然还有董学升、张呈栋、任航等国脚级球员，实力不容
轻视。“和华夏的这场比赛，我们希望能够打出自己的攻防

组合、打出高强度的比赛。”佩雷拉认为，苏州闷热的天气
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做好了迎接困难天气的准备，

也做好了面对华夏幸福的准备。”
让球迷们牵肠挂肚的是，主力中卫石柯在上场比赛中

眉骨被撞开，赛后缝了五六针，他还能不能上场？佩雷拉透露，
石柯的伤势并无大碍，“这两天他一直在和全队一起训练，训

练中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另外一名后防大将贺惯，第一场未
出场是因为刚刚伤愈，“贺惯之前有点伤，我们需要小心谨慎

对待有伤在身的球员。”
出席发布会的王燊超也认为：“从第一场比赛打完后到第

二场比赛，中间有 6天间隔时间，我们有很好的恢复和备战。”
首轮比赛上港凭借新援洛佩斯的梅开二度逆转战胜天津

泰达，充分体现了这位前全北现代主力射手的实力，也令华夏
幸福主教练谢峰有所忌惮。当被问及

是否将对洛佩斯采取针对性防守

时，谢峰回应道：“洛佩斯是一名很

有特点的外援，跑动积极，速度

快，射门也比较出色。不仅是他，

上港还有胡尔克、奥斯卡都是非

常优秀的球员。对于他们的防守，

需要我们靠整体去完成。”

特派记者 关尹
（本报苏州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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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如果没有疫
情，奥运将是最大的话题之一，
如今则化为最深的期盼。距延迟的
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昨天，东京
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表示，届时没
有新冠肺炎疫苗奥运会也要办。而对奥运选
手来说，心中的激情和梦想，就是最好的激励。
本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携手奥林
匹克全球合作伙伴爱彼迎，举办“奥林匹克
运动员线上体验夏季盛会”，多名优秀
选手分享了自己的奥运故事。中国
200 米第一人谢震业也动情讲述
如何与自己赛跑、与时间

赛跑。

石柯伤无碍
连胜应可期

上港明晚迎战华夏幸福

    一场定生死的特殊赛

制，在 CBA 季后赛第一场就
让球迷见识了它的威力。132

比 119，常规赛排名第 12 位
的福建队，昨天战胜排名第 5

的浙江广厦队，完成了 CBA

历史上最刺激的以弱胜强。

当年在 NBA，上演“黑十二”
神话。

本赛季 CBA 季后赛赛程
压缩，12进 8和 8进 4都采取

单败淘汰制，半决赛和总决赛
也缩减为 3战 2胜制。福建队

作为 CBA常规赛第 12名的球

队，勉强搭上了季后赛的末班
车，他们的首轮对手是排名第

五的广厦队。本场比赛开始前，

两队的对决就被很多人看作是

一场极具悬念的对阵，因为全
华班的广厦队和拥有超级外援

的福建队，并没有明显的实力

差距，而且单败淘汰赛具有很
大偶然性。

广厦队有本土三少孙铭

徽、胡金秋和赵岩昊，福建队有

劳森、陈林坚和王哲林三驾马
车，最终两支球队一共得到

251分的高得分，进攻大戏看
得球迷们不亦乐乎。

接下来，福建队将在 8进
4中对阵北京首钢，同样是一

场定胜负，这支球队还会继续
创造奇迹吗？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李元春

福建队以下克上淘汰广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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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视五星
体育频道、央
视五套明天
18 时将转播
中超上海上港
与河北华夏幸
福比赛实况。

■ 石柯明天可
以正常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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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震业在训练

■ 谢震业：最

大的对手是我
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