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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到1000?F1见证激情与坚守
无所畏惧的冒险家精神， 对于速度

极限的不懈探寻， 一级方程式运动记录

着人类汽车工业的变迁， 也见证着一代

代赛车手们的激情与坚守， 一幕幕伤痛

与辉煌。 种种情感交织之下，F1就这样

走过了1000站。

1950年英国———“启程”

上世纪前半叶， 一系列欧洲赛车赛

事的举办， 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

诞生奠定基础。1950年，在英国著名的银

石赛道 ，F1迎来了史上第一场分站赛 。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意大利车手法里

纳在英国王室的注视下夺得冠军， 他击

败的对手中就有此后五度加冕年度最佳

车手的初代“车王”方吉奥。

那一年，F1共设七场分站赛， 除了

第三站位于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其

余赛事均设在欧洲。

1976年意大利———“回归”

F1初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

一系列充斥着泪水与鲜血的惨烈历史：

1961年的意大利蒙扎赛道，沃尔夫·特利

普斯的法拉利赛车在碰撞后飞向看台，

断送了德国车手与场边十余名车迷的生

命；1974年， 奥地利车手赫尔姆斯·科因

尼格的赛车冲向场边护栏， 他被拦腰斩

断的躯体成了F1史上挥散不去的梦魇；

1982年比利时大奖赛练习赛， 老维纶

纽夫的座驾在8岁儿子的注视下撞向

维修站护栏， 一代法拉利传奇的人生

就此终结……

但勇者却从不因此退缩。 1976年

德国大奖赛， 仿佛望不见尽头的纽博

格林赛道，尼基·劳达的法拉利赛车由

于后悬挂故障撞向防护墙， 燃起熊熊

烈火，奥地利车手被困残骸之中。严重

的烧伤在劳达的脸上留下了无法抹去

的疤痕， 吸入的有毒气体一度破坏了

他的血液系统， 身旁的牧师甚至已在

为劳达做临终祈祷。 然而仅仅六周之

后， 只接受了简单外科手术的劳达出

人意料地现身意大利大奖赛， 以第四

名的成绩宣告了传奇归来。 这一故事

在2013年被《美丽心灵》的导演朗·霍

华德搬上大荧幕 ，取名为 《Rush （中

译：极速风流）》。

1994年圣马力诺———“神殇”

老维纶纽夫过世12年后，F1运动

遭遇了史上最黑暗的周末。 1994年的

圣马力诺赛道， 乔丹车队的巴里切罗

在练习赛中以逾200公里的时速撞向

护栏， 引发脑震荡退赛， 而这只是开

始。翌日的排位赛，奥地利车手拉岑伯

格的赛车前定风翼脱落， 撞向水泥护

墙后不治身亡， 出事的那个弯道叫做

“维纶纽夫弯”。第三天的正赛，“车神”

塞纳的威廉姆斯赛车因机械故障失控

冲向防护墙， 巴西传奇车手的头盔被

断裂的赛车右前悬挂穿透， 抢救无效后

离世。

从加固防护墙到拓宽缓冲区， 这起

噩耗引发了国际汽联此后的一系列安全

系统改革， 赛车造型也逐渐发展为如今

人们所熟知的模样，F1运动度过了相对

安全的20年。直至2014年日本大奖赛，法

国车手比安奇驾驶的玛鲁西亚赛车撞上

场边吊车。经历了九个月昏迷后，比安奇

英年早逝。随着安全性能的提升，赛车运

动的危险会进一步下降， 却永远不会消

失。 但正如当年目睹父亲身亡的小维纶

纽夫仍毅然站上赛车场一样， 追逐极致

速度的本能会一如既往地驱使着人类继

续这份事业。

2000年美国———“传承”

塞纳悲剧性地冲出赛道的那一刻，

紧随其后的正是视其为偶像的迈克尔·

舒马赫。 德国人曾在效力贝纳通车队期

间两度成为年度车手总冠军， 但1996年

转投法拉利后的最初四年， 他连续与个

人冠军失之交臂。

2000年成为了“舒马赫时代”的转折

点。这一年的意大利大奖赛，舒马赫捧起

了职业生涯的第41座分站赛冠军奖杯，

追平了塞纳所保持的纪录。赛后，驾驶风

格霸道冷酷的德国人泪洒新闻发布厅。

紧接着的美国大奖赛，舒马赫再度夺冠，

正式超越前辈。 这一年是舒马赫车手五

连冠传奇的开始，也被许多车迷视作“车

神”与“车王”间权杖的交接。

2004年中国———“扩军”

从最初仅设七站分站赛， 到如今每

年分站赛稳定在20站以上，F1的影响力

早已遍及世界。截至目前，已有逾40场分

站赛曾亮相F1舞台，其中既有意大利大

奖赛这样从未缺席过的传统赛事， 也有

分站赛如摩洛哥大奖赛那样只办了1958

年一届就随即告别。

2004赛季， 中国与巴林首度被纳入

F1版图，这是F1在进入新世纪后的首度

扩军。该年9月，首届中国大奖赛在“上赛

道”举行，一级方程式运动与庞大的东方

市场，自此开始了甜蜜的合作。

2006年中国———“巅峰”

2004赛季的五连冠后， 舒马赫成就

了史无前例的车手“七冠王”。 2006年在

从未征服过的“上赛道”，已宣布将于赛

季结束后退役的“车王”雨战夺冠，在车

手积分榜上暂时超越阿隆索，升至第一。

这是舒马赫职业生涯的第91个分站

赛冠军，也是最后一个。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内， 这一数字似乎都不太有被打破

的可能。 尽管最终未能以年度车手总冠

军的身份告别赛场，却丝毫无碍“车王”

成为大多数车迷心目中的史上最佳。

2013年巴西———“绝唱”

F1赛车的变迁如同汽车工业史发

展的缩影。 从最初4.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与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并存的年代，到

如今广泛使用混合动力涡轮增压引擎，

赛车的动力单元经历了一系列变革。 上

世纪60年代初， 在涡轮增压引擎被禁止

使用的情况下， 本田车队在1964年率先

将一台排量为1.5升的V12自然吸气引擎

塞入了赛车， 第一次将浑厚的引擎声浪

注入F1的灵魂。

此后， 国际汽联对赛车的动力单元

进行了多轮改革 ， 发动机也经历了从

V10、 V12 共存到 V8 唱主角的变化 。

直至 2014 赛季开始前， 为了顺应环保

生态的理念， F1 推出了 1.6 升 V6 混合

动力机械增压引擎。 这意味着， 此前一

个赛季的收官战巴西大奖赛已成为 V8

引擎的绝唱。 时至如今， 仍有不少老派

车迷还在怀念 8 缸， 甚至 10 缸、 12 缸

引擎的迷人声浪， 但在更环保也更高效

的混合动力引擎面前， 情怀注定会随着

时代的发展远去。

2019年中国———“1000”

在与一级方程式运动牵手的第 16

年， 2019 年中国大奖赛成为 F1 历史上

第 1000 站分站赛。 在这片福地， 奔驰

车手汉密尔顿第六次夺冠， 成就 “千站

之王”。 职业生涯已五度加冕年度车手

总冠军的英国人， 还在为追赶 “车王”

舒马赫而不懈努力， 而 F1 运动的辉煌

历史也在一位又一位传奇车手的手中不

断延续。

第1000站落户上海，不是巧合是选择
这是对中国大奖赛的认可，也与F1运动的未来紧密相连

对于进入第16年的F1中国大奖赛

而言 ， 再也找不到比 “一千站 ， 在上

海” 更有力的宣传方式。

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 早在两

个月前 ， 赛事的门票就已宣告售罄 。

而上周六在市中心举行的那场盛大路

演 ， F1赛车的引擎声浪响彻新天地 ，

更是让一级方程式运动以一种前所未

有的方式贴近上海 。 从 “上赛道 ” 水

景广场上的1000站元素展示 ， 到各位

F1车手们录制的祝福视频 ， 在一系列

的预热活动之后 ， 一切只待好戏开场

的那一刻。

挥舞的旗帜 、 疯狂的呐喊 ， F1 史

上第 1000 站昨天在上海上汽国际赛车

场落下帷幕 ， 在现场数万名车迷的见

证之下 ， 汉密尔顿实现了在上海的第

六冠 ， 以一骑绝尘的方式加冕 “千站

之王”。

据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 （集团）

副总经理杨亦斌透露 ， 从见证史上F1

首战的英国银石赛道， 到五年前才被纳

入版图的俄罗斯大奖赛， 多场分站赛都

曾提出过承接F1第1000站的意向 ， 而

在中国大奖赛组委会提出申请后， “上

赛道” 成了最终选择。 “这里有专业的

赛道 、 浓厚的氛围 。 过去15年 ， F1中

国大奖赛一届比一届更出色。” 在F1世

界锦标赛集团执行总裁切斯·凯里看来，

中国已成为F1世界版图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之一， 也是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绝

佳选择， “将第1000站留在中国， 这证

明了我们的态度 ， 也关系到F1运动的

未来。”

挖掘庞大而富有潜力的中国市场，

对于F1运动的发展而言有着重要的意

义。 这也就是为何城市路演被安排在周

六下午———那是铁杆粉丝们赶往赛场观

看排位赛的时刻 ， 而F1现在迫切需要

的是吸引更多的潜在车迷。 对于上海这

座城市而言 ， F1中国大奖赛的举办则

不仅仅局限于推动赛车市场和培育受

众 。 “F1运动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 我

们不会太过纠结于项目本身是否盈利，”

杨亦斌表示， 推动城市发展、 拉动相关

产业提升 、 展示城市形象 ， 才是举办

F1中国大奖赛的意义 ， 而未来的发展

目标之一是 “更国际化”。

事实上， 改变已在悄然发生。 本届

中国大奖赛有近10%的门票由海外渠道

直接售出， 这意味着， 至少有数千车迷

从世界各地赶来， 在上海住宿、 消费、

旅游 。 在这条关系链中 ， F1中国大奖

赛既是纽带 ， 也是渠道 ， 让更多人领

略上海城市风采和文化底蕴 。 这正是

这场顶级赛车赛事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它所发挥的 “城市客厅 ” 功能推动着

上海乃至中国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

广泛传播。

为了不负使命， 本届 F1 中国大奖

赛组委会在往年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综合

保障工作， 总计招募了约 900 位裁判及

240 余位赛事志愿者， 以保障赛事的服

务与平稳运行； 在水景广场地铁出入口

处设置限流措施， 增加现场指引标识，

应对赛事大客流高峰 。 在属地保障方

面 ， 嘉定区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

国网嘉定供电公司等均派专业团队进

驻赛场 ， 做好赛场周边综合治理等各

方面的保障工作 ， 确保 F1 第 1000 站

这一历史性时刻圆满上演。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埃尔克森再救上港

主场2比1绝杀武汉卓尔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上周三，埃

尔克森用一脚怒射助上港3比3战平悉

尼FC，从亚冠客场带回宝贵一分。 昨

晚的中超赛场， 又是这位巴西前锋在

最关键时刻拯救球队： 全场比赛补时

阶段， 埃尔克森接胡尔克传球突入禁

区左路，一脚抽射得手，帮助球队以2

比1击败武汉卓尔。 “埃尔克森是一名

优秀的团队型球员， 他不仅在进攻端

付出了大量努力寻找机会， 也在防守

端作出了贡献。 ”赛后，上港主帅佩雷

拉在谈到埃尔克森时不吝赞美之词，

“拥有这样一名球员，让我非常开心。”

三分固然可贵， 但获胜的结果无

法掩盖上港队在比赛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疲软状态。 此役佩雷拉调整了球队

的攻击组合， 胡尔克出现在中锋位置

上， 埃尔克森则拉到边路。 就实战而

言，这一换位没带来太好的效果。而一

向发挥稳定的奥斯卡似乎也陷入低迷

状态，屡次出现不应有的失误。 同时，

全队上下也出现了心态问题： 胡尔克

与对方中卫姆比亚发生了冲突； 吕文

君、 埃尔克森和张卫在抢点时多次撞

在一起； 当第72分钟胡尔克主罚点球

时， 佩雷拉甚至背过身去不敢看……

这些都多多少少地反映了球队失衡的

心态。

佩雷拉承认球队存在心态问题，

“上一轮中超我们在主场输了比赛，接

下来的亚冠客场也险些输球， 我认为

球队中的确存在焦躁情绪。 但好在最

终的结果是好的， 队员们的拼搏和斗

志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赢下了一场关

键比赛。 ”

孙杨坚信能游到
2022年杭州亚运会

距离光州游泳世锦赛开幕还有不

到三个月时间， 正在为世锦赛备战的

孙杨上周现身于杭州举行的第19届亚

运会汽车服务官方合作伙伴签约仪

式。 作为吉利汽车亚运推广的形象大

使， 这位中国泳坛领军人物坚信自己

可以坚持到在家乡举行的2022年亚运

会， 甚至有机会继续挑战此后的巴黎

奥运会，“现在我依然有着很高的竞技

水平和对抗能力， 没有理由去选择放

弃，我从未给自己设立过上限。”不过，

孙杨也明白，“梦想不是坐着躺着就能

达到，需要每一天在训练中努力，才能

保持超高的竞技能力。 ”

从今年起， 国际泳联推出了一项

只邀请名将参加的世界级赛事———国

际泳联冠军游泳系列赛。 赛事分为三

站，将分别于本月、下月以及6月在中

国广州、 匈牙利布达佩斯以及美国印

第安纳波利斯举行。 在此前公布的三

站赛事参赛名单上， 均出现了孙杨的

名字。 对此，孙杨坦言，鉴于光州世锦

赛才是今年的备战重点， 目前还在与

教练组商议最合理的参赛方案。“冠军

系列赛看起来很简单，时间也不长，但

要考虑长途旅行和时差。 ” 在孙杨看

来， 参赛必须建立在不影响备战世锦

赛的前提之下。

上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 孙杨

在2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1分45秒73创

下了该项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但在

本月的日本游泳锦标赛上， 小将松元

克央以0.1秒的优势刷新了这一成绩。

对于后辈的挑战，孙杨显得颇为淡定。

“如果想要在世锦赛夺冠，至少要游出

1分44秒50，因此他的这个成绩对我来

说不会产生任何压力和威胁。”据孙杨

透露，未来还将更多地参加200米自由

泳比赛， 以找到比赛节奏。 不过他坦

言 ，“没人能在200米 、400米 、800米 、

1500米自由泳中同时保持最高水准。”

范蕴若无缘桂冠

中国围棋天元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第 33 届

“同里杯” 中国围棋天元赛三番棋决

赛近日举行， 在本赛中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挑战权的上海棋手范蕴若没能笑

到最后， 最终以 1 比 2 的比分不敌卫

冕冠军连笑， 无缘登顶。 虽然没能达

成目标， 但范蕴若已成为 12 年来距

离围棋天元冠军最近的上海棋手

（2007 年刘世振七段获得过天元赛决

赛挑战权）。

“从综合实力上来看我还是欠缺

了一些， 之前遇到的对手没像连笑那

样给我这么大的压力， 虽然他在比赛

中很多时间段不占优势， 但总能利用

一些施压的手段逼迫我犯错。” 范蕴

若表示， 能够参加天元赛决赛是一次

非常宝贵的经历， “通过这次比赛我

看到了自身的差距， 也明白了接下来

应该在哪些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范蕴若近年来的上升势头非常迅

猛。 去年的CCTV电视快棋赛，他连胜

芈昱廷九段、 谢科五段和周睿羊九段

等世界冠军，一路闯入决赛；今年初的

天元赛本赛， 他连克四位世界冠军时

越九段、周睿羊九段、陈耀烨九段和芈

昱廷九段， 最终击败童梦成七段赢得

天元挑战权；刚结束的LG杯世界棋王

战预选赛，范蕴若以四连胜晋级本赛，

而他的段位更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从六段升至八段。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上图： 六夺 F1 中

国大奖赛冠军 ， “上

赛道 ” 已成汉密尔顿

的福地。

左图 ： 车迷手持

比赛门票， 在 F1 千站

纪念海报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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