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态

界外球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4 月 11 日 星期四6 运动主编/谷 苗

“市民跑者”期待书写新传奇
离开公务员岗位，波士顿马拉松冠军川内优辉进军职业跑圈

上月 29 日是日本旧财年的最后一

个工作日，埼玉县的市政厅内，川内优

辉平静地整理着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

在完成这一天的全部工作后，他正式与

这份相伴多年的工作作别。 作为纪念，

川内优辉第一次在社交网站上开通了

个人账号，紧接着酣畅淋漓地跑了整整

60 公里。 上周，这位 2018 年波士顿马

拉松冠军签下人生中的首笔商业赞助，

落笔那一刻，川内优辉真正告别了业余

跑者的身份，“市民跑者”的传奇人生开

启新篇。

与那些生长于战乱、贫穷或是饥饿

中的马拉松传奇相比，川内优辉的童年

算不上有多特别。那时的他只是重复着

无止尽的奔跑，日复一日地带着痛苦狰

狞的神情、 迈着别扭而又沉重的步伐，

冲向母亲为其设定的终点，就像成年后

的他每一次在马拉松比赛中冲线时那

样。 某种程度而言，川内优辉所受到的

关注和散发出的亲和力，不止关乎其业

余跑者的身份，更因为他为了抵达终点

拼尽全力到甚至有些狼狈的模样。那就

是每一位热爱马拉松的普通人跑完

42.195 公里漫长旅程后的样子，唯一的

区别在于，川内优辉要快得多。

如果说在马拉松世界里，基普乔格

代表着天赋异禀与极致伟大，那么川内

优辉身上所折射出的，则是每个平凡的

跑者本身———辞去工作前，他与多数日

本白领一样重复着每日八小时的工作，

唯有下班后才能挤出闲暇，拖着疲惫的

身躯奔跑；当世界顶尖选手们大多保持

着一年两到三赛的节奏时，平日无暇训

练的川内优辉却与业余狂热爱好者一

样几乎每月一赛，以这种方式艰难地维

持状态；公务员的特殊身份让他无法接

受任何赞助，是并不丰厚的薪水及完赛

奖金支撑他跑遍世界； 受制于工作安

排，直至去年，川内优辉才首次空出假

期前往波士顿，参加这场令全世界跑者

朝圣的殿堂级赛事，而早在出道时他的

成绩就比赛事准入门槛快了近一小时。

不难理解，为何川内优辉的追随者

能遍布世界，在日本甚至可以找到专门

模仿他的喜剧演员。 他向世人展示的，

是同时作为普通人及马拉松运动员的

特殊生存方式，以及一个如今会让人感

到不置可否的话题———“在实现与工作

无关的伟大事业时， 工作不会成为阻

碍。 ” 这句话出现在当初 《跑者世界

（Runner’s Wolrd）》杂志采访川内优辉

的人物特稿之中， 那时，“市民跑者”的

跑步事业仍在以不可思议地速度发展

着，以至于让包括川内优辉在内的所有

人都相信，他能一直保持如此状态奔跑

下去。“我没理由辞职，开始跑步后我每

年都创造 PB（个人最佳成绩），这种环

境很适合我。 ”这是当初川内优辉给出

的解释，在他看来，如果有了很多闲暇

时光，自己可能反而无法做到这一切。

如果川内优辉安于现状，或许真的

可以不做改变。他的冠军奖牌早已遍布

半马、全马甚至超马各个领域。 从为跑

步狂热的日本、美国，到挪威、埃及那些

小众赛事， 都曾见证过川内优辉的登

顶。 87 次全马跑进 2 分 20 秒，属于川

内优辉的世界纪录还将被他不断刷新。

而一年前在六大满贯之一的波马夺冠，

已足以使其跻身马拉松世界的传奇行

列。 只是很少有人意识到，2013 年在首

尔马拉松跑出 2 小时 08 分 14 秒的个

人最佳成绩后，川内优辉已有近六年未

能有所突破了。 这六年间，发生了许多

足以改变当事人想法的故事。 2017 年

伦敦世锦赛前，川内优辉的弟弟辞去了

原本的工作开始专职跑步，成绩自此提

高了近 5 分钟；在越来越密集的参赛频

率面前， 一年 25 天的有限年假时常让

川内优辉感到无所适从，即便挤出闲暇

参赛也往往无法留出足够的时间休息；

随着经验的积累，他渐渐意识到了自己

对于过于炎热或是潮湿天气的不适，而

这正是埼玉县的夏天最常见的样子。

川内优辉辞职的决定是在波马夺

冠后宣布的，那时起他已对未来有了完

整的规划，从签约三到四家品牌到夏天

前往日本北部训练，就连由此带来的一

系列舆论影响都已考虑在内。“我知道，

追随者中有人会走，有人会留。”失去了

“市民跑者”的光环与桎梏之后，川内优

辉将面临截然不同的人生。他不必再去

面对经济压力， 不必再去考虑假期，但

故事的另一面，从他签下第一笔赞助合

约的这一天起，人们就将不再谈论他的

身份与种种不易，留给川内优辉的只有

对于创造好成绩的期待与压力。对于这

位如今的职业跑者而言，在人生的新篇

章里只有一件事情不会改变，“我永远

不会对跑步失去兴趣，永远。 ”

澳洲客场首分 上港拿得费劲
三度追平比分惊险逼平悉尼 FC，两人赛中受伤加剧伤病危机

这是一场剧本略显离奇的比赛。在

三度落后的情况下，上海上港队三度追

平比分，在客场以 3 比 3 艰难战平悉尼

FC， 目前在形势异常纠结的 H 组中排

名第二。虽然在比赛最后关头追平比分

的结果尚属不错，这也是上港队历史上

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客场收获积分，但球

队在比赛中继续暴露出严重的后防问

题；而在 1 分钟内连伤贺惯、艾哈迈多

夫两人，令兵荒进一步加剧。

王燊超没有随队出征，来到悉尼的

石柯则在赛前拉伤，没有参加适应场地

训练，当然更无法比赛。贺惯在 70 分钟

后的一次补防中同样拉伤了大腿，坚持

了一会儿后被换下场，就在傅欢替补出

场的同时， 艾哈迈多夫瘫坐在中线附

近，同样示意自己无法坚持，而被张一

换下场。这四名中后场球员都有较大可

能缺席此后几场比赛，令上港队浮现阵

容危机。 就在赛前，主教练佩雷拉已经

含蓄地表达了麾下阵容不够厚实，因此

“必须更多使用轮换， 让队员们得以调

整”。而如今又伤三人，恐怕球队暂时失

去了调整余地。

上港的三个失球都有失误成分。开

场仅 3 分钟，本场出任首发右翼卫的张

卫头球解围不远， 被西姆·德容截下球

后的射门又经上港球员身体折射入网；

第 30 分钟， 刚刚扳平比分才 3 分钟的

上港队又送出点球，主裁判认为贺惯在

禁区内手球犯规从而判罚极刑，主队由

勒方德雷一蹴而就；而最后一个失球发

生在第 84 分钟， 险些让人以为将就此

锁定比分：悉尼 FC 发动了一次以 3 打

5 的反击，人数占优的上港球员防守跑

动和卡位一片混乱，无论是后点头球攻

门的古查内贾德，还是前点补射破门的

布罗斯克，都完全无人盯防。 好在第 90

分钟埃尔克森接奥斯卡传球后一脚怒

射，才帮助球队惊险地拿下平局。

佩雷拉赛后表示，上港去年成为中

超最佳防守球队， 因为阵容较为齐整，

尤其是防线方面，几位主力基本完整打

满了一个赛季，而“今年我们带着问题

开始赛季”，“比如石柯、 贺惯因为国家

队比赛的缘故，只有十天假期，他们恢

复得并不好。”佩雷拉认为，贺惯下场是

本队下半时后半段表现不佳的主要原

因，“我们在替补席上几乎没有同一位

置的球员了， 我们不得不临场再做调

整。这个赛季我们的伤病情况一直出现

在防线，不是中卫就是边卫。 我现在最

担心的是下一场比赛。 ”唯一令佩雷拉

满意的是球队三度落后三度追平所表

现出的精神状态，“我们知道问题在哪

儿。如果我们能保持今天这样的精神状

态，给我们一些时间，能把这些问题解

决好。 ”

（本报悉尼 4 月 10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朱比利不是“梦剧场”
初到朱比利体育场，会被这里的寒

酸吓着。

球场只有位于西侧的主看台区为

设有雨棚的两层建筑；北侧是如国内县

级体育场般简陋的一层看台；东侧几乎

无法称为看台，十排左右座席的背后是

种着草坪的小土坡， 逢重要赛事变身

草地席；至于南侧，广告挡板后放着三

排座椅，仅此而已。 从博特尼湾吹来的

海风，能轻松闯过漏空的东南两侧“防

线”， 直灌球场， 将数小时前气温接近

30 摄氏度的夏日感驱赶得荡然无存。

其实朱比利距离当年库克船长首

次登陆的博特尼湾不过两公里多，所属

的乔治河郡地处悉尼城南一隅，与人们

熟知的歌剧院、海港大桥、环形码头一

带相去甚远。这座座席数不过区区数千

的小球场， 看起来更像属于社区的资

产。 事实也确实如此。 乔治河郡当地的

圣乔治足协正驻扎于球场办公区三楼，

这个相当于国内乡镇一级足协的民间

机构协调管理着当地十来支业余球队。

朱比利显然不是“梦剧场”，一场亚

冠比赛甚至没能填满这几千人的座席。

在澳超夺得常规赛冠军次数最多、总决

赛冠军次数第二多的悉尼 FC 队为何

将主场设于如此“乡间”？ 其实悉尼 FC

的原配主场一直是规模庞大的悉尼板

球场（SCG），朱比利只是备胎而已。 但

顾名思义， 足球不过是 SCG 微不足道

的一份兼职，这座拥有 171 年历史的球

场更看重的是板球和橄榄球两项澳洲

国民运动。 为赶在 3 月 17 日澳大利亚

国家橄榄球联赛（NRL）开幕前以全新

形象示人 ，SCG 在上月初对草坪进行

了大修 ， 悉尼 FC 不得不将亚冠主场

赛事全部迁出 。 渐入高潮的 NRL 对

悉尼 FC 的压迫何止于此。 就在 4 月 8

日， 俱乐部与澳大利亚足协联合宣布，

将该队 2018-19 赛季澳超最后一个主

场比赛同样改址朱比利。 澳足协主席

克雷格·奥鲁克明言， 目前处于橄榄球

赛季的悉尼板球场的场地条件并不到

位 。 奥鲁克没有挑明的 ， 其实就是

SCG 为橄榄球比赛所作出的划线和布

置 ， 会令悉尼 FC 同珀斯光荣这场常

规赛头名大战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

顺带对澳超联赛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从某种意义而言， 悉尼 FC 在朱比

利与悉尼板球场之间的徘徊， 恰恰体现

了英式足球在澳大利亚的挣扎： 在热爱

运动的澳大利亚民间， 足球绝不缺乏土

壤， 甚至根基之深之广， 堪比一些欧洲

老牌足球强国； 但在顶级层面， 足球被

板球、 澳式橄榄球、 英式橄榄球远远甩

在身后， 几乎看不到向上发展的空间。

背靠澳大利亚第一城市的悉尼 FC

在澳超已属大球会 ，2012 年该队引进

的皮耶罗，是有史以来加盟澳超的最大

牌球星，不过“斑马老王子”远赴澳洲时

已是 38 岁高龄。 限于薪酬偏低和位置

偏远， 澳超始终难以吸引一线明星到

场。 这几年虽然联赛工资帽有所增长，

但官方更希望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启用本

土明星，比如在原本一个“特权球员”的基

础上（所得薪酬不计入工资帽之中），陆续

增加了更偏向本土选手的 “年轻特权球

员”“澳大利亚特权球员”“无年龄限制新

人特权球员”等条款。

澳超的外援也确实一年不如一年，

今天打入主队前两球的西姆·德容和勒

方德雷是本赛季悉尼 FC 的 “特权球

员”，二人都未曾在英超站稳脚跟。 相比

之下， 像奥斯卡这样仍在当打之年的一

线球员， 或许正是澳大利亚足坛梦寐以

求的明星。 赛前新闻发布会，不过 40平

方米左右的发布厅塞满了记者， 到场的

本地媒体人将一连串问题统统抛给了奥

斯卡，“你对澳大利亚足球有何印象”“你

对悉尼 FC有什么感觉”“你们做了什么

准备”，诸如此类。 更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的主教练佩雷拉反倒被冷落在一边。 半

天后第一个想起提问佩雷拉的澳大利亚

记者甚至向他开起玩笑：“平常应该主教

练才是发布会主角， 今天我们都在追问

奥斯卡，你这次感觉应该很轻松吧？ ”

场上的奥斯卡确实是主角，他是这

场亚冠比赛中表现出最高球商的球员，

每一次拿球推进几乎都能形成有效进

攻，并且先后为吕文君和埃尔克森送出

助攻。 在武磊离队、胡尔克状态低迷的

情况下，过去的上港三叉戟已经成了由

奥斯卡一人出任“单核”。 去除“特权球

员”们的收入后，整个澳超的工资帽总

额不过税前 3000 万美元， 甚至及不上

奥斯卡一人的薪酬。对任何澳大利亚俱

乐部队，这样级别的当打球星是只能看

看的奢侈品。 而对于中超球队们，或许

也只能眼馋澳大利亚球队那样的本土

球员平均实力。 你羡慕我的高楼，我羡

慕你的根基罢了。

（本报悉尼 4 月 10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申城全力打造国际“标杆”赛事

三项大赛好戏连台，筹备进入冲刺阶段

本报讯 （记者谷苗 ） F1 中国大奖

赛本周五将在上汽国际赛车场轰响引

擎， 申城也将于一个月内连续迎来三项

国际顶级赛事。 赛车轰鸣过后， 上海环

球马术冠军赛将于 5 月 3 日至 5 日在中

华艺术宫前优雅上演 ； 5 月 9 日至 11

日， 环崇明岛女子国际公路自行车世巡

赛将再度于 “生态岛” 展开竞逐。

昨天， 上海市政府召开 2019 年 F1

中国大奖赛、 环崇明岛女子国际公路自

行车世巡赛组委会会议和环球马术冠军

赛筹备工作会议。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出

席， 并要求以高标准、 高水平完成筹办

任务， 打造国际一流精品标杆赛事。

目前， 三项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进

入冲刺阶段 。 在多年成功办赛的基础

上， 今年三项赛事创新发展， 进一步提

升赛事品质、 改善赛事体验， 力求更好

地发挥赛事综合效应和溢出效应。

其中 ， F1 中国大奖赛是 F1 自

1950 年以来的第一千场赛事 ， 票务销

售火爆， 主、 副看台票早在一个半月前

即已售罄。 在协调各方全力确保赛事安

全有序圆满举行的同时 ， F1 车迷嘉年

华赛车城市街道表演活动 、 “喜欢 F1

的 1000 个理由 ” 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

将以赛事为契机展示上海城市综合实力

和魅力、 传播上海城市形象。

环崇明岛女子国际公路自行车世巡

赛对标环法优化赛道路线， 已完成赛道

勘察设计、总体方案制定、参赛队伍邀请

等工作。 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的马匹运

输和保障、 安保等工作也均在有序推进

中，马场搭建将于 4 月 30 日前完成。

中国空手道队东京奥运争金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上 ， 空手道

“组手” 和 “型” 的比赛将首次作为正

式项目进入奥运赛场。 中国空手道协会

主席、 中国空手道国家队主教练管健民

表示， 中国队将巩固女子优势项目， 力

争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取金牌。

距离东京奥运会仅剩一年时间， 空

手道选手对于奥运积分的争夺进入白热

化阶段。 作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积分

赛的重要一站， 2019 年世界空手道联

盟 K1 超级联赛 （上海站） 将于今年 6

月 7 日至 9 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体育馆

举行 。 届时 ， 来自 100 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千名世界级空手道运动员将参加

角逐， 中国空手道队也会派出全部主力

队员参赛。 除上海站之外， 该项赛事还

将在巴黎、 迪拜、 拉巴特、 东京、 莫斯

科与马德里举行， 分站赛各项目冠军最

高可获得约 1000 分的奥运积分。

在管健民看来， 目前中国空手道女

子选手在国际范围内处于中上游水平，

个别级别的选手排名世界前列 ， 尹笑

言是冲击金牌的主力成员 。 在去年亚

运会和今年 3 月初举行的世界空手道

联合会 K1A 系列赛萨尔兹堡站上 ， 尹

笑言均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 公斤级

冠军。 目前排名该级别世界第一的她表

示： “非常有信心能够站上奥运会最高

领奖台。”

力争在奥运会赛场争取佳绩的同

时， 管健民也希望空手道项目在中国能

够更好地普及和推广。“体育比赛除了关

注竞技过程之外， 更重要的是向社会传

递文化，促进人们身心健康。 ”谈及空手

道历史文化，管健民坦言，目前国内对于

空手道的认识普遍不深，“空手道起源于

中国，早期通过琉球传入日本，但人们想

到空手道就是日本， 这是非常可悲的事

情。”自 2000 年起，空手道在中国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 目前国内已有近 3 万家道

馆， 但相比于拥有约 7 万家道馆的跆拳

道项目，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上海体育探索“产学研”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在国内体育

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风口之下， 既懂体

育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专业体育人才却明

显短缺。 作为全国体育产业的先行者，

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 （集团） 有限公

司本周与国家 “双一流” 体育学府上海

体育学院达成战略合作， 通过校企合作

机制， 探索和打造体育 “产学研” 一体

化的上海模式。

本次战略合作聚焦 “一流产业人

才” 和 “一流创新成果” 两大方向， 双

方将依托高水平地方高校的学科优势和

科研成果， 推动体育高等教育与产业一

线的深度融合， 体育专业智库与产业前

沿的有机结合， 以及体育高水平人才培

养通道的有效贯通。

随着战略合作的达成， “上海体育

学院久事体育教学实践基地” 和 “久事

体育产业智库” 也挂牌成立。 除借助双

方资源优势推进体育产业创新研究外，

上海体育学院还将依托久事体育集团丰

富的产业资源和平台， 推动课程体系研

发、 教育教学创新、 产业互动实践、 联

合导师培养、 移动课堂再造等产学研合

作项目， 打造专业的人才输出平台。

未来， 双方还将盘活内外资源， 发

挥各自优势， 在产研转化、 人才培养、

产业信息化、 区域产业联动等方面共建

共享、 协同发展， 为上海搭建更高层次

的体育资源整合平台。

中国车迷“险胜”F1 车手

本报讯 F1 中国大奖赛即将举行，

世界顶尖车手们已陆续抵达上海 。 昨

天， 阿斯顿马丁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

与加斯利现身外滩， 与中国车迷来了一

场上海 “最快圈速” 的比拼。 只不过，

比赛场地并非上汽国际赛车场， 而是屏

幕里的虚拟赛道。

根据规则， 所有参与活动的车迷均

需通过模拟器在 “上赛道” 竞速 3 圈，

跑出最快圈速的两位优胜者获得与红牛

车队职业车手同场竞技的机会 。 比赛

中， 车迷们更熟悉模拟器的操作， 车手

则对赛道及赛车的性能更为熟悉， 双方

对决势均力敌 ， 中国车迷最终以 1 分

31 秒 5 的成绩险胜， 而这也超过了 F1

车手们在真实比赛中创造的 “上赛道”

最快圈速。 （谢笑添）

德国足球文化月开启

本报讯 PP 体育与德甲联盟昨天

共同举办战略合作高峰论坛， 围绕 “德

国足球的经验与中国足球的发展 ” 和

“苏宁与德甲战略合作的成果与未来 ”

两大主题进行探讨。 双方同时宣布开启

PP 体育德国足球文化月暨德甲传奇之

旅———克林斯曼中国行活动， 拜仁对阵

多特蒙德的 “德甲之夜” 球迷嘉年华也

将成为系列活动之一。

中国足协训练总监、 曾效力于德甲

的杨晨在论坛上表示， 中国足球应向德

甲学习成熟的球员培养训练模式和经

验，“德甲联赛的青训体系非常成熟，青

年才俊层出不穷。 这套完整的体系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应该把德甲的务实

态度和职业精神带到中国。”

（陈海翔）

深圳男篮落败却赢回尊重
CBA 半决赛次轮险些末节逆转广东队

经历了 CBA 半决赛首回合对决的

惨败后， 深圳男篮就陷入了一片质疑声

中。在不少人看来，面对账面实力远胜自

己的广东队， 这支青年军很可能如上一

轮的江苏队那样直接缴械。 然而在双方

昨晚打响的第二回合对决中， 客场作战

的深圳队却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韧性。

前三节如同上一场的重演， 广东队

带着 18 分的巨大优势进入末节。 然而，

队内多为年轻球员的深圳队的心理防线

却并未就此崩溃， 一波 7 比 0 的攻势打

停广东队后又是另一波 7 比 0。 随着外

援伯顿的干拔三分得手， 深圳队在该节

后半段将比分改写为 112 平。 若放在两

三个赛季之前， 客队或许已迎来逆转的

最好机会，遗憾的是，这是一支与过去截

然不同的广东队。作为 NBA 轮换级别球

员，马尚·布鲁克斯的来到为广东带来了

从未有过的攻坚能力， 比赛最胶着的时

刻， 正是他在弧顶的关键三分熄灭了深

圳队反扑的势头。 112 比 119，深圳队将

带着连输两场的苦涩结局回到主场，但

这一次，他们不再会是舆论的众矢之的。

若仅从赛后双方的反应来看， 深圳

队反而更像是胜利的那支队伍。“输了比

赛确实遗憾，但无论进攻或是防守，每个

人都做得很好。”在深圳队主教练王建军

看来，这是年轻的代价，也是球队可以承

受的结果。 深圳队外援伯顿在谈及下一

战时， 只对球队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

能打得和这一战一样。”反倒是广东队主

教练杜锋一脸严肃， 尽管赛前已预料到

了球队可能出现的松懈态度， 但最后一

节场上发生的一切多少还是有些出乎他

的意料。“全场 18 次失误，这不是我们的

水平。从一开始球队就没有防守，只考虑

进攻，也不抢篮板。”上一场，以胡明轩为

代表的年轻球员发挥出色， 但也因此产

生了心理波动， 对此杜锋一方面表示理

解，另一方面则下达了“封口令”。 “这就

是成长的过程，球员遭遇挫败了，教练员

就得站出来给他更多信心，” 据杜锋介

绍，在球队赛前训练时，当他看到队内的

年轻球员被众多媒体围着就明白 “这场

完了”，“年轻球员容易产生很多想法，从

明天开始，一律停止接受采访。 ”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外援埃尔克森最后时刻攻入一球， 助上港拿到宝贵一分。 东方 IC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以业余身份夺得波马冠军， 川内优辉跻身马拉松传奇之列。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