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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男子全程铁人三项赛选手在游泳项目比赛中。
当日，2020·黄水铁人三项赛在重庆开赛，本次比赛共吸

引了 88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全程铁人三项、半程铁
人三项和骑跑两项等项目。 新华社发

靖安举办第三届山地自行车精英赛

8月23日，作为东京
奥运会主体育场的新国立
竞技场举办了首场正式田
径比赛——2020东京黄金
大奖赛，参加这场比赛的
运动员只限于居住在日本
的选手。因疫情防控需
要，为期两天的比赛闭门
举行。

图为当日在日本东京
拍摄的日本新国立竞技场
内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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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女子链球运动员在训练中。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国米主席张康阳：我们会继续前行

8月 22日，上海上港队球员奥斯卡（右）在比赛中带球突
破。当日，在 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一阶段（苏
州赛区）第六轮比赛中，上海上港队以2∶1战胜北京中赫国安
队。 新华社发

8月22日，一名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当日，第五届野性祁
连越野跑在祁连山东段的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举
行，共有160多名越野跑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新华社发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办，那么在奥
运会田径赛场上，就一定会出现江西健儿
努力奔跑的身影。

近年来，围绕省体育局的“小巧水”战
略布局，我省田径发力“短跨跳”特色项
目，并不断扬优成势，尖子选手开始在国
际国内赛场崭露头角。

首获奥运马拉松席位
8月10日16时30分，省奥林匹克运动

中心田径场上，省田径队运动员在教练的
带领下，正在开展日常训练。此时，省田
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闫建国站在场
边，面向队员，背上汗涔涔的。

“备战东京奥运周期，江西田径有值
得说道的地方吗？”从记者的这个话题开
始，闫建国娓娓道来。我们知道，备战东
京奥运会，省体育局执行的是“五三一计
划”，即五名运动员获得奥运会入场券，有
三个冲金点，力争拿到一枚金牌。

“从目前来看，我们中心的运动员完
成了一张奥运会入场券任务。”闫建国所
指的运动员名叫彭建华。2019 年 12 月 8
日，彭建华在广州马拉松赛上以 2小时 09
分57秒的成绩，达到东京奥运会马拉松项
目的标准，成为继多布杰、董国建之后，中
国第三位达标的男子马拉松运动员。据
悉，东京奥运男子马拉松项目的达标成绩
为2小时11分30秒。可以确定的是，目前
中国至少有3名运动员可以参加东京奥运
会，其中之一便是彭建华。记者了解到，
此前江西在马拉松这个项目上，从未有参
加奥运会的选手。“江西马拉松选手获得
奥运资格，是江西田径运动史的一个突
破。”闫建国告诉记者。

1996年出生的彭建华，2015年开始从
事中长跑专项训练，2017年便在天津全运
会上斩获跑游两项全能金牌，展现出长跑

天赋。“退一步讲，马拉松项目全国前三名
的水平，江西也从未取得过。与多布杰、
董国建相比，彭建华年龄最小，而且处在
上升期。”闫建国透露道：“前不久，国家队
开展了队内测试赛，完赛之后的生化检
测，彭建华的各项指标也是最好的。”

有望为江西田径的东京奥运之旅锦
上添花的，是男子 400米选手吴宇昂。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吴宇昂随国家队在
美国训练，水平提升很快，被公认为是我
国 400 米运动员中的佼佼者。1 月 19 日，
在美国爱荷华市国际田径室内邀请赛男
子400米比赛中，吴宇昂赢得冠军，刷新个
人最好成绩的同时，也创造新的赛会纪
录。由于种种原因，我国 4× 400米接力队
目前还未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2019
年多哈亚锦赛上，吴宇昂领衔的中国 4×
400米接力队获得银牌。奥运资格赛再次
开启的时候，包括吴宇昂在内的中国 4×
400米接力队必将为入场券全力以赴。

涌现一批“国字号”新星
记者了解到，除了备战本届奥运会的

彭建华、吴宇昂，我省还有4名小将作为备
战下届奥运会的重点运动员，入选最新一
期国家田径队集训名单，他们分别是女子
链球选手黄唯璐、李江燕，女子跳远选手
钟嘉未，男子跳远选手王磊。“备战奥运的

‘国字号’选手中，有一批江西籍年轻运动
员，涉及多个运动小项，无论是人数还是
项目数，就江西田径而言，都是一个突
破。”闫建国告诉记者。

为了检验队员们的冬训成果，同时以
赛代练，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
田径协会在多地举行了特许赛、测试赛等
内部比赛，场次已达十余场。1999年出生
的黄唯璐在女子链球项目上以球感好、能
力强的特点，赢得了国家队教练的好评。
此前冬训，黄唯璐随国家队链球教练、德

国外教迈克尔在德国接受专项训练，成绩
提升很快。5月30日在北体大训练基地举
行内部赛中，女子链球项目，黄唯璐以 65
米63的成绩获得第二名。

2019年 3月，来自新余的钟嘉未在一
场国际赛事中以 6.45米的成绩，打破了我
省尘封了50多年的女子跳远纪录。5月底
6月初，在中国田径协会组织的女子跳远
队内对抗赛中，钟嘉未获得第三名，与第
一名仅相差 3厘米，跻身全国前三名。去
年，王磊在比赛中跳出 7 米 68 的好成绩。

“进入国家集训队之后，王磊进步很快，快
有8米的水平了。”闫建国说。

业界人士表示，仅有几十个编制的江
西田径队，有一批全国前三名的优秀运动
员确实不容易，看来重点抓“短跨跳”特色
项目的成效开始显现，2021年西安全运会
江西田径应该更有看头。

持续打造“短跨跳”项目
田径号称运动之母，因此无论是哪个

级别的综合性运动会，田径项目一直是
“兵家必争之地”。

“过去一段时间，江西田径有竞争力
的点比较单一，靠链球、女子100米等少数
几个项目撑门面，最近几年，我们在‘短跨
跳’和中长跑项目上着力，开始取得比较
明显的成效。”闫建国这样对记者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地
区的江西人，适合开展什么田径
运动呢？闫建国认为，江西人适
合开展“短跨跳”（“短”指短距离
跑项目，“跨”指跨栏等项目，“跳”
指跳跃性的项目），“短跨跳”应该
是江西田径可以持续瞄准、不断
做强的领域。2015年以来，江西
田径开始在“短跨跳”项目上找
点，此后持续发力、扬优成势。

2013年的沈阳全运会，江西

17名运动员参加 8个项目的角逐，最终陶
宇佳女子 100米短跑摘金，万勇男子链球
夺银。2017年天津全运会，江西24名田径
运动员参加 14个小项比赛，最终实现 3金
2银2铜的好成绩。天津全运会结束后，江
西田径开始在人才培养上进行梯队建
设。“到目前为止，西安全运会具体设项没
有出来，但我们一定努力争取更多（江西）
选手参赛，获得更多荣誉。”闫建国说。

近年来，我省努力通过各项措施推动
田径运动的开展。为了促进田径业余训
练水平提高，发现和培养更多后备人才，
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连续多年、每年
举办一届全省性县（市、区）级田径运动
会，参赛的运动员有近千人。为推动江西
田径的发展，省体育局连续多年投入少儿
田径队专项资金，而且每年以 20%的幅度
递增，着力培养一、二、三线队伍。

“我们的马拉松队伍在云南训练，
400 米的队伍在威海训练，竞走在内蒙古
训练……”闫建国告诉记者：“省体育局非
常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过去我们注重

‘引进来’，现在‘走出去’和‘引进来’并
重，有竞争力的运动员、教练员能够进一
步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近年来，在省队
教练员方面，江西引进王斌、肖丽等国家
级优秀教练员，另外将万勇、胡宇轩等一
批退役高水平运动员纳入教练员队伍中。

新华社罗马8月22日电
尽管国际米兰在之前的欧
罗巴联赛决赛中告负，但俱
乐部主席张康阳 22 日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球队仍会保
持初心，继续努力。

张康阳在现场观看了
本场决赛，他在采访中说：

“首先，我想要感谢全球所
有的医护人员，他们一直在
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让比
赛得以继续进行。没有他
们，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比
赛。”

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
除了欧罗巴联赛亚军，国际
米兰在意甲联赛中也取得
了第二的成绩，回首这一
季，张康阳总结说：“我认为
这是一个积极的赛季，我们
沿着自己的步伐晋级到欧

罗巴联赛决赛。无论是场
上还是场下，俱乐部都做得
非常好。我们正朝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无论胜利与
否，都是足球的一部分，但
能够参与这样高水平的竞
技并为此全情投入是非常
重要的，这让我们对未来更
有信心。”

谈到下赛季，张康阳表
示俱乐部会在稍作调整后
再进行规划，他说：“我们会
进行休整，球员和工作人员
们应该得到休息。新赛季
的钟声即将敲响，接下来的
几天里，我们将会为未来做
打算。这一次我们没有取
得冠军，但明年会继续努
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
在成长，孔蒂和他的教练团
队工作也非常出色。”

8月 23日，浙江队球员张景胤（右）、李咏臻（中）、张冠华
在比赛中拦网。当日，在河北省秦皇岛进行的 2019-2020赛
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F组比赛中，浙江体彩队
以3∶1战胜福建师范大学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刘斐）8
月 23 日，由省体育局、宜春
市人民政府、宜春市政协主
办的第三届中国·靖安山地
自行车精英赛在靖安县拉
开帷幕，比赛当天共有 200
余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展
开角逐。

靖安山地自行车赛始

于 2018年，今年设立精英组
和为增加群众参与度的业
余组两个组别。精英组竞
赛赛程设为 8 圈共 34.4 公
里，业余组为 3圈 12.9公里，
单圈总爬升高度达 160 多
米，有部分赛段是较为急速
的下坡，对参赛选手的技术
要求很高。

立足特色 扬优成势

江西田径“短跨跳”跳出新高度
本报记者 郁鑫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