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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中國女排輕取輕取肯尼亞肯尼亞 世盃第六勝世盃第六勝

廣州恒大與車路士經過三小時磋商，昨日凌晨終達成
共識：在今夏轉會窗口關閉之前，已來不及完成恒大球
員張琳芃的轉會，張琳芃轉會車路士一事擱淺。
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董事長劉永灼在微博透露，他與

車路士CEO嘉諾絲卡雅進行了越洋會議，他稱：沒有備
選租借計劃、不保證球員肯定拿到勞工證、不保證球員
拿到勞工證後肯定回到車路士、不同意原價回購、不同
意先租後轉，劉永灼表示如此捍衛東家利益的方式讓他
受益匪淺。
不過，劉永灼表示，恒大主席許家印對事件十分關

注，並稱「只要能去車路士踢球，夏季來不及，年底也
可以談。」
而張琳芃本人昨也在微博發文：「在追求夢想的道路

上不會一帆風順，但我依然會努力，不會放棄自己所堅
信的東西，經過這幾天所發生的，讓我看清了很多，這
幾天外界對於這件事的看法有好有壞，但是當這樣的留
洋機會出現時，我選擇了義無反顧，因為我不再年輕，
也希望俱樂部和支持我的球迷能夠理解，我依然會努力
提高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因為我知道足球是用實
力說話的，接下來的國家隊比賽還有俱樂部比賽對於大
家來說才是最關鍵的，我們會一起戰鬥，贏得屬於我們
的榮譽！謝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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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田聯按
照獎牌數

和總分來評價整體實力，中
國在207個國家（和地區）中

排名第五。略有遺憾的是，在7枚
銀牌中，再有點其他成色，我們會更
開心。但這個成績對中國田徑來說，
已經創造了歷史。」杜兆才說。
同樣是在「鳥巢」，同樣的紅色賽
道，2008年，無與倫比的北京奧運會
為中國體育留下了偉大「印記」，然
而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中國田徑
隊在這裡只留下兩枚銅牌的糟糕戰
績。

與外國高手過招收穫良多
從「鳥巢」回到「鳥巢」，當中國
田徑從「劉翔時代」變為「無翔時
代」後，人們開始思考、猜測，甚至
懷疑，2015年的北京田徑世錦賽，在
億萬中國民眾的面前，到底有誰可以
撐起大旗，誰能成為下一個劉翔？
慶幸的是，劉翔淡出賽場的這些
年，中國田徑不但沒有崩盤，反而開
始觸底反彈，一批新人逐漸填補了劉翔的空白，蘇炳
添、張培萌等人在短道項目的厚積薄發，以及劉虹、
陳定在競走項目的穩定前行，張文秀、張國偉、鞏立
姣在田賽項目的再度崛起，讓中國媒體和民眾有了可
以關注的對象。
在運動生涯的第一個世錦賽百米決賽後，蘇炳添
說，他跑得並不完美，兇猛的前30米奔跑後，他的雙
腿有些力竭，漸漸失去了追趕的能量。「從沒有一天
跑過兩次世界級比賽，兩腿邁不動了。」

接力帶動單項歷史性奪銀
但蘇炳添太清楚不過，「其實能有今天的成績，主
要是建立在良好的冬訓基礎上，以及經常與外國高手
過招。你知道，他們帶給我的絕不僅僅是『望其項
背』，而是更多的激勵與經驗。」
這位來自廣東的「飛人」說，「有了這次世錦賽，
你在未來會看到更為出色的蘇炳添。」
如果說蘇炳添的成功離不開個人的勤奮與天賦，那
麼在男子4×100接力殺入決賽，並歷史性地拿到世錦
賽銀牌，則要歸功於團隊的合作，以及對短跑項目新
的認知與理解。

1516計劃重新佈局國家隊
杜兆才透露，中國短跑的基礎就是堅持用接力帶動
單項。比如，蘇炳添能破10秒，其他人可能還做不

到，但接力項目可以做到，進而培養團隊優勢。百米
項目在接力的帶動下，每個人的實力都得到了再提
高。
兩年前，中國田管中心啟動了「1516計劃（2015北
京世錦賽和2016年里約奧運）」，加大田徑改革，對
國家隊重點項目重新佈局，針對幾大項目群進行競賽
改革，加大後備人才培養力度。明確提出在鞏固女子
投擲、男女競走等重點項目，防止大起大落外，將跳
高、跳遠、三級跳遠、撐桿跳高等列為潛在突破點，
成立跳躍項群管理團隊，聘請著名外國教練，舉辦室
內跳躍公開賽。
「科學訓練」與摒棄過去的保守思路，成了當下解

決中國田徑難以實現超越的「靈丹妙藥」。2015年的
「鳥巢」，中國田徑的大幕才剛剛開啟。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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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世界第五，這是中國田徑

隊22年來在世界大賽上的最佳

戰績。回顧過去9天來中國隊取

得的成績，中國田管中心主任

杜兆才在前晚給出五個字：

「歷史性突破」！

為期9天的田徑世錦賽，前晚在北京國家
體育場「鳥巢」閉幕，兩年後，大賽將移師英
國倫敦。回顧此屆世錦賽，除了一幕幕激動人
心的勝利喜悅、傷痛倒地的遺憾以及拚搏過後落

敗的眼淚……，719.4萬美元的瓜分也格外引人注目。
據悉，本屆世錦賽47個項目總獎金719.4萬美元。其中在個

人項目上獲得冠軍的選手可得6萬美元，亞軍3萬美元，季軍2
萬美元，第四至第八名分獲得1.5萬、1萬、6000、5000和
4000美元。
接力項目，冠軍隊伍可獲8

萬美元，獲得男子4×100米
接力銀牌的中國隊獲4萬美
元，第三至第八的獎金依次是
2萬、1.6萬、1.2萬、8000、
6000、4000美元。
如此計算，本屆世錦賽的多

金王、奪男子100米、200米
和4×100米三項冠軍的牙買
加「飛人」保特一人可獨得14
萬美元。不過，論獎牌總額，
保特只能屈居第二。
8月29日晚，美國選手伊頓
以9045分的成績蟬聯男子十項
全能冠軍，並打破了他自己保
持的9039分的世界紀錄。這
樣，伊頓不但獲得6萬美元的
冠軍獎，同時還領走10萬美元
破世績大獎，個人獨享16萬美
元，成為今屆大賽的獎金之
王。■■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伊頓破世績
享16萬美元獎金

田徑世錦賽
中國隊獎牌榜

運動員 項目 獎牌
劉虹 女子20公里競走 金
鞏立姣 女子鉛球 銀
王鎮 男子20公里競走 銀
張文秀 女子鏈球 銀
呂秀芝 女子20公里競走 銀
中國隊 男子4x100接力 銀
張國偉 男子跳高 銀
呂會會 女子標槍 銀
王嘉男 男子跳遠 銅

田 徑 世 錦 賽田 徑 世 錦 賽 總 積 分總 積 分
排名排名 代表隊代表隊 金金 銀銀 銅銅 第第44 第第55 第第66 第第77 第第88 總分總分

11 美國美國 66 66 66 77 66 55 44 66 214214

22 肯尼亞肯尼亞 77 66 33 55 55 11 33 33 173173

33 牙買加牙買加 77 22 33 33 33 22 44 33 132132

44 德國德國 22 33 33 33 33 66 55 33 113113

55 英國英國 44 11 22 22 66 22 11 11 9494

55 中國中國 11 77 11 11 55 11 11 11 9494

女 排 世 界 盃 排 名女 排 世 界 盃 排 名
排名排名 球隊球隊 積分積分 勝勝 負負 勝局勝局 負局負局 比率比率 得分得分 失分失分 比率比率

11 美國美國 1919 66 11 2020 33 66..666666 545545 371371 11..469469

22 日本日本 1818 66 11 2020 55 44..000000 593593 453453 11..309309

33 俄羅斯俄羅斯 1818 66 11 2020 55 44..000000 575575 472472 11..218218

44 中國中國 1818 66 11 1818 55 33..600600 555555 389389 11..426426

55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1616 66 11 1919 77 22..714714 596596 459459 11..29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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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常寧張常寧（（中中））在比在比
賽中扣球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張琳芃張琳芃（（左左））續約恒大後續約恒大後
與劉永灼合影與劉永灼合影。。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伊頓打破男子十項全伊頓打破男子十項全
能世界紀錄能世界紀錄。。 新華社新華社

■■劉虹劉虹（（左左））
為中國隊奪得為中國隊奪得
本屆世錦賽唯本屆世錦賽唯
一的金牌一的金牌。。

路透社路透社

■■張國偉在張國偉在
男子跳高奪男子跳高奪
銀銀。。 美聯社美聯社

■■接力隊四虎接力隊四虎（（左起左起）：）：謝震業謝震業、、蘇炳添蘇炳添、、張培萌和莫有雪張培萌和莫有雪。。 新華社新華社

女排世
界盃，昨
繼續在日
本激烈較
量。在岡

山賽區，中國隊對陣非洲錦標
賽冠軍肯尼亞，在朱婷、袁心
玥繼續休戰下，中國隊仍完全
掌控比賽，最終以3：0輕鬆
戰勝對手收穫第六場勝利，三
局比分為25：7、25：15和
25：14。劉曉彤當選本場最佳
球員。
全場比賽，中國女排發扣
攔全部壓制對手，進攻得分
45：27，攔網得分5：1，發
球得分9：4。此役中國隊劉
曉彤、楊珺菁都斬獲13分，
張常寧貢獻12分，曾春蕾拿
下9分，顏妮也有8分進賬。

不過，在另一賽區仙台進
行的一場比賽，塞爾維亞隊
在落後兩局的情況下連贏三
局，以3：2反勝俄羅斯隊，
送給對手首敗；而同區的美
國女排則以 3：0輕取阿根
廷，日本也以3：0挫韓國。
目前，美國、日本、俄羅
斯、中國及塞爾維亞均為6
勝1負，美國隊憑藉局分優
勢以19分暫居首位，日本其
次，俄羅斯第3，中國隊暫位
居第4。
根據賽程安排，中國女排

今午2時10分在第8輪比賽迎
戰阿根廷隊（有線202及62
台直播），由於中國隊實力高
出對手一大截，預計郎平仍會
保留朱婷，鍛煉陣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