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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民运会

赛前热身
把活力激发出来

█ 本报特派记者 齐美煜

8月6日，记者漫步在运动员村，浓浓的民运
会气息扑面而来。离比赛时间已剩不多，各地代
表团运动员争分夺秒地加紧适应性训练，我省代
表团运动员也没闲着。当日下午，记者随同我省
高脚竞速项目运动员来到鄂尔多斯市东胜体育中
心进行赛前热身。

“上高脚马的时候，起步要稳，不能摔倒，中后
段要加速冲刺”“不要被别人影响，也不要影响别
人。把自己的道跑好”……在起跑线外的教练员
李擎目不转睛地盯着运动员们的每一个动作。来
自新余学院的苗族小伙子潘东贵起跑比较快，但
后续加速快跑劲头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李擎直
指道：“你要把这当作真实的比赛，兴奋起来。把
自己每一个细胞的活力都激发出来，才能赛出你
的最好成绩。”

相比其他高脚竞速运动员，19岁的土家族姑
娘肖丽个头较小。在竹子和棕绳上快速奔跑，肖
丽略显吃力，起跑后的一小段都不敢抬头看前
方。“姑娘，胆子大点！”站在一旁观看的李擎按捺
不住自己的急性子，为这位小运动员加油鼓劲。
随后，从跑道上下来的肖丽俏皮地向李擎说：“看，
我还是有潜力的！”

此次赛前热身除了能真实体验比赛场地外，
还能看到其他省份运动员训练情况。潘东贵指着
正在跑道上热身的湖北代表团高脚竞速运动员
说：“据我了解，湖北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的竞技
水平一直很高。多看看他们训练，可以从中多学
习一些技巧，提高我们的水平。”

赛前热身行将结束时，记者凑到李擎身旁，了
解高脚竞速比赛取胜的关键。“高脚竞速讲究的是
人与高脚支架配合的节奏，还讲究手脚的力量及
协调能力。不仅要控制重心，而且还要比耐力。”
李擎说。

背景链接

高脚竞速原名为“高脚马”，也叫“骑竹马”，流
行于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东等省，原本是土
家族、苗族人在地面积水的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
的工具，也是京族用来在海边涉水捞虾捞鱼的工
具。后来人们把踩高脚马发展为高脚竞速，成为
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我省运动员特奥会夺金
本报讯 （记者陈斌华）记者近日从省残

联获悉，第14届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
会上，我省特奥运动员李楚楚在63公斤级
（19—23岁组别）以卧推30公斤、深蹲70公
斤、提铃80公斤和总重量180公斤获得1金
3银，詹玲（24—29岁组别）以卧推52.5公
斤、深蹲 80 公斤、提铃 90 公斤和总重量
222.5公斤获得4块银牌。

全队士气正盛 力争主场拿分
周日 联盛九江大战阿尔滨

本报讯 （记者陈璋）本周日晚上，2015
年中甲联赛第21轮将在九江市八里湖体育
场迎来一场焦点大战，结束了六连客魔鬼赛
程的江西联盛将迎来劲敌--大连阿尔滨，这
也是联盛本赛季主场搬迁后的首次亮相，大
批九江球迷将在家门口为球队加油。

每逢焦点战役，外援的发挥往往会成为
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因素。江西联盛这边拥
有阿迪和莱奥这样特点鲜明的“奥迪”组合。
而大连阿尔滨的拉内吉和布鲁诺的“一高一
灵”也是颇见功底。联盛在上轮客场战胜天
津松江，正是凭借着阿迪在禁区内的一次个
人能力的闪光，最终决定了比赛的结果。而
布诺鲁则是在迎战劲敌青岛中能的比赛中，
凭借自己的积极与机敏拼出了一记价值连城
的助攻。对此，联盛主教练孙卫表示，尽管对
手实力强劲，但联盛上一场绝杀天津，全队士
气正盛，将全力争取在九江主场拿分。

据了解，由于主场暂迁九江八里湖体育
场，联盛足球俱乐部一方面在体育场各方面
进行了设备的增设，另一方面考虑了江西各
地球迷的诉求，特别是对于持有套票的球迷
和提前购买了单场票的球迷，俱乐部也专门
提供了交通协助。预计届时将有大量观众进
入球场，享受中甲联赛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杨哥好样的 涛弟真争气
中国泳坛帅哥孙杨宁泽涛英雄相惜

孙杨和宁泽涛，从上海到喀山，向欧美同行叫板，成为世锦赛中国军团的两位人气明星。

8月5日晚，宁泽涛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闯进100米自由泳决赛的亚洲选手，成绩显赫，位列第二。8月6日，孙杨霸

气地竖起代表3的手指，仰天长啸，800米自由泳三连冠，攀上世界之巅谈何容易。

台前幕后，回顾过往，是两位泳坛帅哥惺惺相惜的故事。

汤唯《三城记》一展“好声音”
由张婉婷导演、罗启锐监制的爱情影片

《三城记》将于8月28日上映。影片前日在
京曝光主题曲《永远的微笑》，令人惊喜的是，
演唱者正是该片女主角汤唯。她还大方地在
现场清唱了一小段，并透露自己的“好声音”
是源自母亲的潜移默化。

“我妈妈是唱越剧的，她对我影响比较
大，她一直希望我有机会唱歌，但又嫌弃我声
音难听，又低又哑。”如今首次开嗓就得到导
演的肯定，汤唯开玩笑道，“回去要和妈妈理
论一番”。

在影片《三城记》中，为了心中的初恋道
龙，汤唯饰演的月荣痴心等待，辗转三城苦苦
追寻，越过重重坎坷最终获得幸福。这样的
浪漫让汤唯也感同身受。 （李 俐）

上海，梦开始的地方。
孙杨的世界冠军梦，始于“海上王

冠”。“好几次经过上海，当车驶过东方体育
中心‘海上王冠’时，我都会陷入美好回
忆。”孙杨说。

那是 2011年上海世游赛，孙杨首度登
顶。往事，一幕幕浮现：

400米自由泳，他惜败朴泰桓，“那时候
我被他打乱了节奏，经验不足。现在，我已
懂得掌控自己。”

800 米自由泳，他战胜朴泰桓，随后在
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再夺冠并打破世界纪
录。“从上海到喀山，800米自由泳三连冠，
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

孙杨告诉笔者，“上海，是我的福地，是
梦开始的地方。希望世锦赛能有一天重回
上海，我在‘海上王冠’继续卫冕……”

宁泽涛的运动生涯，始于上海海军游
泳基地。13岁的他，怯生生被带到上海教
练叶瑾手里，乖巧、听话也刻苦。

在虹口区那个 25米的小池子，墙上挂
着“大海的骄子，冠军的摇篮”横幅，宁泽涛
在那里一步步走近梦想。两年前全运会，
宁泽涛一战成名，那时候还没有入选国家
队的他告诉笔者，“我的梦想是像刘翔那
样，有一天成为第一个站上短距离项目的
最高领奖台的中国人、亚洲人。”

关键词 上海

“中国人的意志，不输外国人。”孙杨气
宇轩昂地说。

在 800米自由泳银牌得主意大利人帕
尔特涅利的眼里，对手只有孙杨，“前 500
米，我希望拉开同孙杨的差距，因为我知
道，他的冲刺特别强。但是每次我抬头，发
现他总在我的视线里，我就意识到，他几乎
不可战胜。”

伦敦奥运会 1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美
国人阿德里安，早已听说过小将宁泽涛的
名字，“我知道，他这些年进步很快。但100
米自由泳高手如林，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欧美人统治的短距离项目，正进入改朝换
代，从预赛到半决赛，阿德里安苦苦追赶着
宁泽涛。

作为世界泳坛的中国面孔，孙杨和宁
泽涛因为共同的目标，赛后的默契不一般。

8 月 5 日晚，目睹宁泽涛勇闯 100 米自
由泳决赛，正在候场的孙杨啧啧称赞，“宁
泽涛很不容易，从100米到1500米，我们两
人扛起中国游泳的大旗，承担起中国男子
自由泳同欧美对抗的责任。”

8 月 6 日，孙杨揽入喀山第二金，宁泽
涛第一时间发微博：“杨哥，好样的！你的
拼搏进取，是我努力的方向！三连冠，亲眼
见证你创造奇迹！”

关键词 门面

军功章里，也有恩师的一半功劳。
告别曾经的年少轻狂，孙杨珍惜如今

的师生情，每一场比赛结束后，第一个感谢
的必然是恩师张亚东、新外教布莱恩以及
体能师克里斯。

今年，澳大利亚教练布莱恩成为第一
个跟随孙杨前来中国执教的外教，孙杨坦
言，自己的出发和转身是软肋，布莱恩的到
来，有助于他在动作细节方面实现“飞
跃”。“对孙杨的定义不能用短距离或者长
距离选手来简单概括，他是孙杨，独一无二
的孙杨。”布莱恩说。至于张亚东，孙杨深
知，恰是在他最低谷的时候，教练不离不
弃，也让他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宁泽涛今年第一次走出国门训练，他
的外教也是澳大利亚人，名叫布朗，是澳大
利亚男子 100米自由泳名将马格努森的教
练。“赛前，我跟布朗通电话，他对我的战术
布置进行指导，非常负责任，还通过邮件和
我沟通，他称赞我前 25 米不错，后 25 米完
美。”宁泽涛透露。

外教助他如虎添翼，而将宁泽涛从小
带到大的恩师叶瑾，更像是妈妈。从国内
赛场到亚洲舞台，每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他都将金牌挂在叶瑾的脖子上。（陶邢莹）

关键词 恩师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孙杨每
一次落泪的背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
事，在喀山，他用“男儿泪”诉说过去一年的
辛酸历程。

孙杨这一年过得着实不易。去年 9
月，他被曝出误服兴奋剂的负面消息，尽管
最终被认定为医病误服，但还是带来了极
大的影响。他被迫更换海外训练的地点，
澳大利亚名帅丹尼斯中断了与他的合作，
布莱恩成了他的新外教，甚至连队医也因
故作出调整，赴澳训练时遭澳大利亚泳协
拒绝……

成长的历程，难免犯错，但每一次负面
事件过后，孙杨都霸气归来。他深知，大赛
是救赎自己的机会。

在喀山，孙杨想用4金重新证明自己。
这就不难理解，当他付出那么多汗水、克服
身体的伤痛，甚至在训练池边倒地小憩、在
赛场吃面充饥之后，最终憾负对手，收获
200米自由泳银牌，他又躲到热身池哭了。

扬眉吐气的8月6日，他才终于没让眼
泪再飞，尽管，泪水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

过几天，如果在 1500 米自由泳的赛
场，再见到孙杨哭，请别惊讶。苦尽甘来，
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体会深切。

男人哭吧，不是罪。 （陶邢莹）

评论 男儿泪

聚焦重庆遭轰炸史实 奥斯卡幕后团队支持

作为向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之作，3D史诗巨制《大

轰炸》近日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该片以二战期间，日本空军对战时

陪都重庆战略轰炸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

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在这部影片里，好莱坞两大硬汉台

前幕后参与其中，梅尔·吉布森担纲该片艺术总监，布鲁斯·威

利斯直接参演。

·台前 布鲁斯·威利斯加盟 比以前更硬汉

·幕后 摄影音效剧本 奥斯卡团队全支撑

好莱坞护航“大轰炸轰炸””

梅尔·吉布森日前专程来华与《大
轰炸》总制片人施建祥会面。他们表
示，不仅要让《大轰炸》成为中国的史
诗，更要打开国际市场，让其成为世界
的影片。而梅尔·吉布森则对电影的架
构、演员的表演进行了评点。

据了解，好莱坞动作硬汉布鲁斯·
威利斯此次在片中出演了来华的飞行
员教官，对刘烨、宋承宪、陈伟霆等飞行
员进行飞行指导和战前培训。“他的角
色比以前更硬汉。”施建祥主席称，布
鲁斯·威利斯非常敬业，拍戏过程很顺
利，“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后来的象山
拍戏，他都很敬业。”

梅尔·吉布森透露，在顺利杀青回
到美国后，布鲁斯·威利斯依旧对拍摄
并生活了半个月之久的《大轰炸》剧组
感触颇深。由于对影片《大轰炸》高度
认同，甚至产生希望自己的女儿、好莱
坞新星加盟《大轰炸》的念头。

梅 尔 ·
吉布森表
示，在《大轰
炸》中，可以邀
请 更 多 好 莱 坞
巨星加盟，让中国
明星与海外明星呈
现各占半壁江山的态
势。他说，《大轰炸》表
现了中国人经过顽强抗
争，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整个
过程中，不屈不挠、誓死捍卫家
园，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大轰炸》不
仅是中国的影片，更是世界的影片。

在幕后制作方面，同时作为《大
轰炸》和《叶问 3》的总制片人的施

建祥表示，《大轰炸》这部3D史诗
巨制除了由著名导演江海洋监

制、著名导演萧峰执导外，众
多好莱坞团队的参与确实

是亮点。
据介绍，在《大轰

炸》中，奥斯卡最佳摄
影奖获得者威尔莫

斯·齐 格 蒙 德
（《第 三 类 接

触》）担任摄
影顾问，奥

斯 卡 最
佳音效

设计奖获得者理查·安德森（《星球大
战》）担任音效顾问，奥斯卡最佳编剧获
得者罗纳德·巴斯（《雨人》）担任剧本顾
问，世界顶级音效制作公司（《变形金
刚》系列等）音效团队、韩国顶级特效团
队及《阿凡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鸣
梁海战》3D特效团队加盟影片。

施建祥主席坦言，集合了这么多
优质资源，既是对影片的艺术负责，也
是想通过商业元素的保驾护航，获得
更多的关注。他表示：“中国人不缺血
战到底的精神，重庆大轰炸能坚持 6
年 10个月就是例子。我们希望这部影
片不仅能被国内观众喜欢，也能打开国
际市场。”

据了解，3D 史诗巨制《大轰炸》是

以 1937 年起，日本空军对中国重庆进
行的长达6年10个月战略轰炸为背景，
讲述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
表现出来的顽强和乐观的精神。这也
是这段旷日持久的著名空战首次搬上
大银幕，并将作为献礼中国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之作。

对于为何会想要拍摄《大轰炸》这
样一部投资这么大的电影，施建祥表
示：“《大轰炸》电影反映的故事，作为中
国人来讲也是不能忘记的。我之所以
在预算上不封顶，因为我真心认为只要
把这部电影拍好，能在世界范围内传
播，投入再多的资金也是值得的。我真
正发行的不是电影，而是一种中国精
神。” （田婉婷）

宁泽涛宁泽涛 孙孙 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