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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金秋9月， 对湖南田径人来说是个幸福的季
节。在9月8日落幕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上，湖南田径

健儿实现了华丽一跃：老将董斌三顾全运终问鼎，
小将黄瑰芬大赛首秀夺三金。此前3届全运会仅获
1金2银2铜的田径湘军，本届全运会收获4金2铜，
创造了我省田径项目在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第三次参加全运会，董斌
终于站到最高领奖台。从2015
年开始，董斌实现了大跨步的
提高，老帅胡树森是他背后的
“关键先生”。

如愿夺金仍有遗憾
“外界将董斌视作全运会

的夺冠热门，其实我们的压力
很大， 最终的结果也有遗憾。
董斌7月遭遇伤病， 全运会没
能发挥出最好水平。” 董斌如
愿夺冠，老帅胡树森开心之余
带有遗憾。

世锦赛前，董斌从北京前
往欧洲，先是7月6日在瑞士洛
桑参加钻石联赛，然后直接到
法国进行世锦赛的备战。7月
的北京正值高温，法国却只有
20多摄氏度， 而且一直下着
雨。“温度变化很大，当时董斌
的肌肉也有些紧，一不小心将

左大腿后肌拉伤。” 回想起两个月前董斌
受伤，胡树森把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董斌今年已经29岁，对于田径运动员
来说，已属高龄。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他
的恢复都比较慢。胡树森介绍，董斌无奈
放弃了世锦赛， 到全运会比赛的前十几
天，他还没能完全恢复，不能进行连续加
速跳跃等专项训练。 直到全运会开幕后，
董斌才逐渐进入到比赛状态。

胡树森告诉记者，“在伤愈复出的状
态下，董斌跳出17米23，圆了全运会金牌
梦，但成绩并没达到预期。按照年初的计
划，我们是想在全运会上冲一下亚洲纪录
的。”

明年瞄准亚洲纪录
全运会如愿夺冠， 加上2016年问鼎

室内田径世锦赛，里约奥运会惊喜摘铜，
大器晚成的董斌好像换了一个人。 而就
在2013年辽宁全运会和2014年仁川亚运
会，董斌连续无缘金牌，一度想告别田径
场。

“很多运动员达到一定水平后，容易
出现运动瓶颈， 董斌也属于这种情况。”
胡树森表示，“2014年我重新接手董斌
后，对他的心理并没有特别在意，主要还
是想办法提高他的能力。 其实只要训练
好，有绝对的实力，所谓的心理问题自然
会迎刃而解。”

董斌身高1米80，在三级跳远选手中
偏矮，但他速度快，技术细腻。“我们根据
他的身体和技术特点， 吸收国内外以及
其他项目的经验， 慢慢提高他的综合能
力。技术上也充分发挥他速度快的特点，
让他敢跑敢跳， 同时解决在快速运动中
起跳和再起跳的问题。等技术熟练了，训
练又科学系统， 他自己的底气自然上来
了，比赛的信心和状态也都有了。因此从
2015年开始到2016年， 董斌的成绩突飞
猛进。”

“随着年龄的增大，董斌的身体机能
也在改变，我们的训练手段也要创新和调
整，以适应他的变化，让他发挥出自己的
最好水平。”胡树森告诉记者，董斌的事业
心很强，精神状态非常好，“完全具备打破
17米59亚洲纪录的能力，明年的亚运会就
是一个好机会！”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王亮

对向赤蓉而言， 全运会就
像一场“大考”，检验着这6年来
她和团队的探索。 弟子黄瑰芬
的“横空出世”，不仅是荣誉，更
是一种水到渠成。

打开眼界
“蛮干”不如“巧干”

2011年9月，向赤蓉赴美进
修， 成为我省第一位公派出国
学习的田径教练。学习期间，美
国田径教练向大家普及的“重
体能与恢复，防受伤与劳损”理
念，是她赴美学习的最大收获。

向赤蓉曾在2001年九运会与山东选手
联合获女子4×400米接力冠军，摘得我省田
径选手的第一枚全运会接力金牌。 运动员的
经历让她对重视体能与防范伤病有着更多的
体会，但这种做法当时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
向赤蓉发现， 美国田径训练对热身与放松非
常严格， 保证每个运动员在训练前身体真正

“发热”，训练后能有充分的“释放”，“这在国
内当时不被重视， 但美国人强调好的体能与
无明显伤病是田径队员发展的基石， 所以他
们愿意花更多精力去保护运动员。”

在美期间的实践课上，老师会让向赤蓉
这样的“学生”亲身体验每个动作的分解，手
把手地教，每个动作做到位了才算过关，“这
给我很大的启发，得学着用巧劲。”

讲求科学 “计划”不如“变化”
从美国回来后正式“接手”黄瑰芬，向赤

蓉开始了新探索。
在她看来， 田径运动应与运动生理学、

心理学等知识紧密结合， 用科学指导训练。
每次训练，她都会为黄瑰芬制定当日训练计
划。“有劳损的时候， 不能硬让她练强度、练
爆发；超负荷后更加注意恢复训练，对肌肉
进行及时的唤醒激活和放松……”向赤蓉向
记者罗列着训练日常，“队员的状态随时在
变，训练计划要及时调整。”

向赤蓉告诉记者，热身和拉伸是每次训
练的“保留节目”。“从练前管到练后，我总是
开玩笑说，我是她的贴身‘保姆’。”她告诉记
者，慢跑、按摩、牵拉……为了更好保持状
态，这样的“放松时刻”从不间断与怠慢。

亦师亦友 用心换来“交心”
尊重彼此是师徒间的默契。全运会开赛

前，为了保持最佳体力，师徒俩面临着一个
艰难的选择： 在400米跑与200米跑中必须
舍弃一项。前者是黄瑰芬的强项，而后者并
无太多的夺冠把握。“我当时想，这个决定一
定要让她自己做。”向赤蓉回忆，当黄瑰芬坚
定地说出“冲200米”时，她很欣慰：“可能别
人认为她有点犯傻，但是我知道她就是想放
手一搏。”

黄瑰芬说：“对200米虽然当时没那么
大把握，但我想给师父一个惊喜，想让她跟
我一起站上200米冠军领奖台。”最终，黄瑰
芬如愿摘得全运会女子200米跑冠军，领奖
台上与师父相拥“比心”，成为当日赛场最动
情的一幕。

平日师徒形影不离。 向赤蓉告诉记者，
只要分隔两地，黄瑰芬每天必会打电话报平
安，她也总是忍不住“啰嗦”两句，叮嘱她慢
跑放松，确定每天自主训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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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月3日， 董斌在比赛中。 9月5日，黄瑰芬（左）在领
奖台上和教练向赤蓉用手合成
爱心的手势。（资料照片）

“全运会的目标是2至3金，4块金牌真
没敢想。” 谈到本届全运会取得的好成绩，
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连标依然觉得
意外，他掰着手指告诉记者，“你看，董斌是
一块，女子4×400米接力是一块。然后女
子4×100米接力或者黄瑰芬的200米尽量
冲一冲。没想到黄瑰芬成了最大的黑马，一
个人就拿了3块。”

尽管反复强调4金没敢想，不过最终金
牌的分布，还是在张连标“圈定的范围”里，
这也展现了省田管中心备战工作的精细程
度。

省田管中心目前开展近20个项目，本
届全运会参加16个小项。为了集中力量，有
的放矢，省田管中心制定“力保重点，突破
次重点”的工作思路，设置男子三级跳远、
女子200米、女子4×400米接力、跨栏以及
跳远5个重点攻关组，全方位保障各重点攻
关组的训练和备战。

在黄瑰芬参赛项目的选择上， 省田管
中心费尽了心思。

张连标介绍， 黄瑰芬的最强项是400
米， 但由于400米的对手实力非常强大，
4×400米接力又必须力保，最终让她选择
放弃， 将重心放在4×400米接力、4×100
米接力和200米上。“4×400米接力项目，
我们和江苏、山东、四川联合组队，代表了
目前国内的最高水平， 这是一块最稳妥的
金牌。因此让黄瑰芬放弃了400米，转而冲
击竞争相对不太激烈的200米项目。最终，
黄瑰芬在这3个项目上给我们带来了惊
喜。”张连标表示，项目的取舍学问非常大，
既要把握自己和对手的实力， 还要考量连
续作战带来的体能危机。“事实证明， 我们
的考虑和选择是正确的。”

精心备战是基础，全运新政是时运。
本届全运会鼓励各省区市在部分4人

以下(含4人)项目上跨单位组队参赛，这给
了湖南田径更多的机会。最终，实力突出的
黄瑰芬分别成为4×100米苏闽湘联队和
4×400米苏鲁湘川三队的一员，为湖南田
径收获两枚宝贵的金牌。

“如果没有国家体育总局的新政，我们
的确收获不了这么好的成绩。” 对于跨省组
队新政，张连标大加赞赏，“这个改革主要是
为了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从中国田径的
长远发展来看， 也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既
提高了地方体育局的积极性，也扩大了国家
队的概念，同时打破了地域上的禁锢，更好
地落实‘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备战思路。”

省体育局对面的省人民体育场， 是省
田径队的训练场地。很多人不知道，在2003
年长沙举办第五届城运会之前， 这里还叫
东风广场，与专业的体育场相去甚远。

“那时候是煤渣跑道，跟现在的塑胶
跑道差太远了。” 作为湖南田径历史上的
代表人物之一，湖南“标王”张连标正是从
东风广场的煤渣跑道上起步，1994年广岛
亚运会上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走了日
本人垄断16年的标枪冠军。

张连标回忆，当时运动员住的也是具
有时代烙印的筒子楼， 一个房间三四个
人。现在运动员住的都是带有洗浴功能的
套间，国家队的条件更好。

场地、住宿等硬件有了显著改善，湖南
田径的最大变化则是训练保障和理念创新。

“以前我们只有教练，什么都要管，但
教练难免在某一方面有所欠缺。现在重点
运动员都是团队保障， 成员专业分工，各
司其职。”张连标介绍，董斌的背后有着一
个庞大的团队， 包括教练员、 管理员、领

队、队医以及科研人员等，通过科学的训
练方法，最大限度地保障他的身体，以及
训练和比赛。

2011年，黄瑰芬的教练向赤蓉成为我
省第一个出国进修的田径教练， 她在美国
学习了一年多时间，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更新了理念。向赤蓉告诉记者：“在美国，热
身和恢复放在和训练同等重要的位置，因
为只有一个健康的运动员， 才有可能实现
突破。同时，强大的体能和核心力量也是运
动员获得成就的基础。而我们过去，训练是
绝对的重心， 热身和恢复只是简单的慢跑
和拉伸，对于‘核心力量’更是没听说过。”

张连标当年和世界顶尖高手同场竞技
时，也尝试过学习对手，但只停留在模仿动
作， 并没有掌握动作背后的技术和训练方
法。“他们进行的都是非常细致和系统的专
项练习，我们当时的训练也很辛苦，但练得
太泛， 很多是没有用的。” 张连标感慨道，
“如果我是现在这个年代的运动员，取得更
好成绩的概率一定会大很多。”

谈到湖南田径在本届全运会上异军
突起，省体育局局长李舜总结：“发展是硬
道理，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湖南田径取得
突破，因为我们打赢了人才这一仗。”

董斌是连续参加三届全运会的老将，
黄瑰芬和童曾欢都是近几年涌现的后起
之秀，省田径队以老带新，人员结构合理，
夺金点增多。教练方面，执教董斌的是三
级跳远名帅胡树森，向赤蓉则是省内第一
个公派出国学习的年轻骨干教练。

没有这台前幕后的一大批人才，湖南
田径不可能在本届全运会上勇夺4金。“湖
南田径未来的发展，关键还是人才。”谈到
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规划，张连标
想得很透彻。

今年全运会还有一个亮点，设置了青
少年组比赛，其中田径项目青少年组比赛
在陕西渭南进行，湖南队发挥出色，涌现
出不少好苗子。“湖南田径的苗子还是很
多的，关键是要留住。”张连标说。

我省校园田径运动水平比较高，开展
的学校多，教练能力强。但令张连标头疼
的是， 如何让涌现的优秀苗子留在湖南，
进入专业队。学校和家长更希望孩子上大

学，尤其是面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
顶尖学府， 专业队并不是一个诱人的选
择。同时还面临外省专业队“挖苗子”，发
达省份往往可以给出更好的待遇。

张连标表示：“我们加强和中学以及
大专院校的联系， 采取联合培养的模式，
将优秀苗子留在湖南。但面对外省‘挖苗
子’，除了尽力提高运动员的待遇，确实没
有多少好办法。”

除了留住好苗子，培养优秀教练员也
是省田管中心近几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老帅胡树森、前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冯
树勇，都受邀给省田径队教练和全省田径
业余教练讲课。冯树勇还被聘为湖南田径
队顾问，到训练场指导运动员训练。他为
省田径队的训练体系和节奏进行了精心
部署安排，在技术上为队伍带来全新的训
练理念和方法。

今年10月，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
管理中心将举办新一期教练员学习班。
“我们田管中心所有教练都要参加，学
习最新的训练理念和方法。” 张连标期
待着我省涌现出更多的“向赤蓉”和“黄
瑰芬”。

董斌的背后
有着一个庞大的团队

人才是核心
张连标要解决两个头疼问题

� � � � 9月7日，黄瑰芬（左二）一马当先，为队友传递接力棒。当天，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4×400米接力决赛中，黄瑰芬所在的苏
鲁湘川三队以3分30秒95的成绩摘得金牌。（资料照片）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资料照片） 黄瑰芬夺3金
项目选择费尽了心思

华丽一跃
———湖南田径异军突起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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