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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矜宜◎

湘西自治州体育学校的举重训
练场墙壁上高挂着8个大字：“中国力
量，湖南制造。”湘西举重是湖南举重
项目的中坚力量之一，30多年来培养
了众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湘西自治
州体育局长麻建锋言简意赅地表示，
“湘西举重的秘诀就是吃得苦、 霸得
蛮、耐得烦！”

运动员霸得蛮
作为一项重竞技项目，举重运动

员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所承受的压
力是其他项目难以想象的。 据了解，
一个举重运动员在每天的常规训练
中，累积举起的重量达到3至5吨。

“别人吃不了的苦，我们能吃。为
了奥运梦想，我们的运动员特别霸得
蛮。” 湘西体校举重中心主任李小平
告诉记者。据介绍，湘西体校举重中
心每年是11月份补充新队员，比其他
市州早3至4个月。相比之下，新队员
们要多练几个月， 但大家并没有怨
言。“我们这儿经济相对差一些，孩子
们的出路也少一些，更加珍惜眼前的
机会。”李小平说道。

同为全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的湘西自治州古丈县举重学校，
先后培养、 输送了奥运冠军龙清泉、
向艳梅等。 总教练龙玉萍是向艳梅
的启蒙教练， 她告诉记者这样一个
故事：

向艳梅刚进校没多久，在课余时
间打球时手掌意外骨折，虽然队医嘱
咐她要休养1个多月， 但刚过了一个
多星期，向艳梅就回到了训练场。“看
着别人练习，她心里非常着急。手掌
不能练习，就练习腿部力量。不到一
个月时间，她就和队友同步练习举杠
铃了。”龙玉萍说。

教练员耐得烦
一个项目出成绩， 除了有好苗

子，更需好教练。
从培养出湘西首个亚洲冠军龙

玉玲，到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龙清泉、
向艳梅、谭亚运等，湘西举重人用30
多年的坚守与付出诠释了对举重项目
的执着和“耐得烦”。

一手带出龙清泉的甘智悦是湘西
举重教练的代表，他在一线奋战了20余
年。 从湘西首个亚洲冠军龙玉玲到3破
世界纪录的罗红卫，再到北京奥运冠军
龙清泉，甘智悦的教练生涯，硕果累累。

“一名优秀的教练员，会全方位关
心自己的队员。队员病了、伤了、没伙
食费了都要管。”甘智悦表示。在湘西
举重起步的阶段， 身为教练的甘智悦

堪称“大管家”，不但要四处招学生，为
弥补器材的不足，他找过石匠打石铃，
还在废品站收过板车轮子。 没钱请炊
事员，他又得“变身”食堂大厨。一年下
来，没几天休息时间。随着训练环境的
改善，甘智悦不用再操心器材、食堂，
可以全身心扑在训练上，但一年下来，
他仍然只能在春节前后以及比赛间隙
休息两周左右的时间。

“一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想要出
成绩，需8年左右的时间，背后则凝聚
着几任教练持续不断的付出与心血。”
龙玉萍说。

10月结束的举重世锦赛中，中国军团夺得14枚金牌，其中举重湘军揽下
8金，来自湘西自治州的龙清泉、向艳梅、谭亚运携手贡献了7金———

湖南力量湘西制造
本报记者 王亮

探营国家后备人才基地

女
子
举
重
世
界
冠
军
向
艳
梅
在
训
练
中
。

通
讯
员
摄

菲戈或出席“亚冠盛典”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距

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还有3天，
有关这场比赛的信息也密集流出：
首尔FC队将于7日中午抵达广州，
而前皇马巨星菲戈和耶罗有望出
席9日晚的“亚冠盛典”。

首尔时间7日上午8时40，首尔
FC一行将乘坐韩亚航空的OZ369
航班，从仁川国际机场飞赴广州白
云机场，如果不出现延误，抵达时
间将为中午11时30。

据了解， 首尔FC预定在抵达
后入住赛区安排的东方宾馆，他们
将在当日下午前往天河体育中心
副场进行首次训练。

决赛首回合，恒大遭遇了首尔

FC不提供灯光球场的“盘外招”，导
致首次训练被迫取消。不知道这次
首尔乘坐一大早的航班，是不是为
了防范恒大“以牙还牙”。不过，首
尔FC方面大可放心，因为里皮首回
合比赛时已经“保证”，“首尔FC在
广州不会受到广州恒大在首尔那
样的待遇”。

6日晚，论坛上流传了一份9日
晚亚冠决赛次回合比赛后“亚冠盛
典”的节目流程单，赫然出现了“菲
戈、耶罗与球迷互动”的字样。记者
向参与演出的内部人士进行核实，
他确认恒大邀请了前皇马球星菲
戈和耶罗出席活动， 如无意外，这
两位巨星将在9日抵达广州。

首尔FC今日抵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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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
动管理中心公布了对伦敦奥运冠军孙
杨的处理决定， 孙杨被暂时取消参加
国内外一切比赛的资格， 暂不参加国
家游泳队集训， 不代表国家游泳队参
加任何社会活动和新的商业活动。

国家队大门未完全关上
孙杨11月3日在一场交通事故中

被浙江交警发现无照驾驶， 并在4日
被处以罚款2000元、 行政拘留7天的
处罚。随后，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对
他做出停赛、停训、暂停一切商业活动
的处罚。两天后，国家游泳中心暂时取

消孙杨参加国内外一切比赛的资格。
“作为一名奥运冠军，孙杨目无国

家法规， 多次严重违反运动队管理规
定， 触犯了道德底线， 背离了体育精
神， 严重损害了国家游泳队和中国运
动员的形象， 辜负了国人的殷切期望
和厚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党委
书记尚修堂表示， 做出这个处罚决定
非常痛心， 但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
望孙杨能够反省，认识自己的错误，那
样他还是有可能重新回到国家队。”

明星队员不能“特殊化”
孙杨曾在微博上“深深地表示歉

意及深刻反省”， 然而他却将原因归
结于“平时太忙”， “由于平时忙于

训练比赛， 法律意识淡薄， 导致今天
的错误。”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则
披露， “孙杨未经请假报批， 不按时
回队报到， 且不理会院、 系和教练员
的劝导， 长期擅自在外， 不报告行
踪， 至今尚未归队。”

这让公众再一次领略了孙杨赛场
外的“特殊化”。 明知道没有驾照还
敢开车， 明知道违反院规、 队规， 还
私自出国旅游！ 浙江体院副院长张亚
东也不再护犊， “(孙杨)由于获得的
荣誉或者粉丝的追捧， 个人自我膨胀
加快，造成他对自己的约束能力减弱，
对自己的要求标准降低了， 出现了一
种游离于队规之外、 凌驾于纪律之上
的情况。”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据新华社贵阳11月6日电 东芝2013
年中国足协杯半决赛贵州人和国酒茅台
队与大连阿尔滨队第二回合的比赛6日在
贵阳进行。 贵州茅台队主场2比1击败对
手，并以4比2的总比分晋级决赛。决赛对
手将是广州恒大与北京国安之间的胜者。

在10月23日两队首回合比赛中，贵州
茅台队2比1获胜占得先机。

贵州茅台队本场赢在两个半场的开
局。开赛后仅6分钟，无人盯防的米西莫维
奇在禁区外远射先下一城。下半场开场2分
钟，替补上场的纳诺快速反击中长传曲波，
后者带球插入禁区抽射得分。 大连队的进
球来自队长于大宝的补射。

贵州人和
晋级足协杯决赛

孙杨遭国家队重罚停赛停训
停商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