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刚刚在澳大
利亚完成 240 公里极限马拉松的长跑达人陈
盆滨，在获悉 10 日厦门国际半程马拉松出现
2 名跑友猝死事故后表示非常痛心，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他向广大跑友呼吁：跑步一
定要学习技巧，跑马绝不是“玩命”，跑友要
量力而行，慢跑保安全，不要轻易冲刺以刷
新个人最好成绩。

“玩命”马拉松的“保命策略”

历时 30 小时 49 分 44 秒，中国路跑名将
陈盆滨 10 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完成
了全程 240 公里的“海岸到科修斯科峰”极限
马拉松赛。

有着“百日百马”疯狂记录的“跑神”看
似又参加了一个“玩命”比赛，但陈盆滨表
示，他把安全完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是
看似疯狂的比赛越需要理性和技巧。

结束今年“挑战 100 一起跑”活动的陈盆
滨赛前一直处于恢复状态。为了参加 240 公
里极限马拉松，他做了 3 个月的特别训练，并
提前近一周时间到达澳大利亚做适应训练。

“适应当地气候很重要，现在澳大利亚
是夏天，天气过热也是诱发跑友猝死的原因
之一。”陈盆滨说，“我可以安全完赛，可以说
依靠的是技术，我知道如何分配力量，保存
体能。”

陈盆滨反复强调，跑步过程中提速和冲
刺是非常危险的。“比如我这次参赛，就严格
控制心率在 140－150／分钟，一旦高到 180，
我就会主动把速度降下来。我这次是第四
名，没有一直想着超越，只在最后 9 公里下坡
时，我超了两人，这是运用了下坡的惯性和
技巧。如果上坡或平路，我就不敢追了，宁
愿成绩差一些。”

技巧很重要，慢跑保安全

如今在长跑领域非常专业和自信的陈
盆滨，说起来 2013 年以前的自己显得十分苛
刻。“我坚持跑步十几年，虽然以前成绩还可
以，但如果给 3 年前自己跑步打分的话，我会
打零分。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跑步是什
么。”

“两腿迈开了就是跑步么？绝对不是！
跑友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跑步姿态、技巧、节
奏和配速。”陈盆滨说，“长跑依靠的不是蛮
力，比如我就不是依靠腿部肌肉来跑，而是
靠关节带动，尽量让肌肉少发力，像钟摆一
样，力量花得少，心率自然不会飙高。”
陈盆滨表示，不同长度的比赛，对自己要设
定不同的配速，按照合理节奏去跑。“不要总
想着超越前面的跑者，超越时心率肯定加
速。现在很多智能穿戴设备都有心率监测，
要实时关注自己的心率，业余跑友心率如果

高于 180 就很危险了。”
在陈盆滨看来，只要记住一条法则，就

可以保证生命安全，就是慢跑。“慢跑可以保
证自己的心率在正常的范畴。大多数业余
跑友不需要痴迷成绩，不要盲目攀比，更不
要轻易冲刺刷个人最好成绩，这是诱发猝死
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要忘记“为什么跑步”！

“每当我听到马拉松跑友猝死这样不幸
的事情发生时，都会有很强烈的无力感。”陈
盆滨说，“跑友们不是专业运动员，跑步不是
为了成绩和奖金，而是为了健康的体魄。如
果跑步要了我们的命，这不是和跑步的初衷
背道而驰么？”

陈盆滨表示，马拉松是安全的，绝不是
挑战生命底线的危险运动。“如果说马拉松
是危险运动的话，很多运动和事情都有风
险。参加运动之前，该做的准备一定要做，
千万不要盲目地做不现实、不可能的事情。”
陈盆滨希望广大跑友通过跑步获得健康，改
善体质，而不是去冒险。“长跑是健康和科学
的理念，不应成为危险的代名词，要科学地
参加奔跑锻炼。”

“参加各地的马拉松赛时，跑友们没必
要一门心思向前冲，可以边跑边看风景，拍
拍照片，享受跑步带来的愉悦。”陈盆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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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琰：短道男队具争金实力
奥运突破仍需准备

在刚刚收官的 2016/2017 国际滑联短
道速滑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中国短道
速滑男队拿下 3 金，成绩喜人；往年摘金夺
银的女队则遭遇奖牌“零收获”的尴尬。

本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上海站中，武
大靖两次夺得男子 500 米的金牌，男队在
5000 米接力的激烈竞争中力克对手夺冠，
荡气回肠的比赛更是引得整个赛场都沸
腾了起来。“这是本站我们值得‘喜’的地
方。”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表示，

“应该说，男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有
时候不是不具备相应水平，而是受到技战
术、场上应变的影响。”

谈及 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李琰显
得很“低调”，她直言，“男队还是有很大差
距的”，运动员的经验、项目成绩的稳定
性，都尚未令人完全“放心”。

现今的中国短道队队员都是“90 后”，
也只有范可新、武大靖、韩天宇参加过索
契奥运会。李琰指出，在奥运会的前一
年，各国运动员提高都很快，而中国队还
在经历“新陈代谢”的成长过程。

马拉松达人陈盆滨：

跑马非“玩命”，跑友需量力
2016 广州马拉松 11 日上午

鸣枪开跑。为了鼓励本土选手，

广马今年首设中国籍选手特别

奖。广马形象大使、亚洲飞人苏

炳添与妻子一起参加了迷你马

拉松赛，并手牵手走过终点。

就在当日，“2016 生态大圩

国际马拉松”在安徽合肥鸣枪起

跑，世界长跑冠军孙英杰、公益

跑者邓超等领跑；2016 乐跑中
国·大觉山半程马拉松赛在江西
资溪县大觉山景区举行⋯⋯

而就在 10 日举行的厦门国

际半程马拉松上，2 名跑友不幸

猝死，长跑达人陈盆滨对此表示

非常痛心，他向广大跑友呼吁：

跑马绝不是“玩命”，跑友要量力

而行。

2016 厦门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仍有 2 人留院观察
据新华社厦门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11 日

从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组委会获悉，
在 10 日赛事活动期间，共有 10 名跑者送医
治疗，截至目前，除 2 人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外，另外 8 人中的 6 人已于 10 日出院，2 人仍
在当地医院留院观察。

记者了解到，已经出院的 6 名跑者均系
皮外伤或跑后劳累送医，目前仍在留院观察

的 2 名跑者生命体征平稳，已无生命危险。
记者还了解到，此次入院治疗的 10 名跑

者的医疗费用均已由保险公司支付，2 名离
世跑者的相关善后事宜也正在处理中。

新闻延伸

北京人和宣布孙继海正式退役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北京人和足

球俱乐部 11 日发布公告称俱乐部队长孙继
海因伤病困扰及未来创业发展需要，正式退
役。

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在公告中表示，孙
继海向俱乐部提出退役申请，告别征战了 20
多载的绿茵场。

公告中说，孙继海的足球生涯中，共获
得过国内足坛 4 次甲Ａ联赛冠军，2 次超霸
杯冠军，2 次足协杯冠军，1 次超级杯冠军；还
在效力曼城俱乐部期间获得过 1 次英甲冠
军。作为中国足球的留洋旗帜，孙继海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入选英格兰足球名人堂。

公告表示，孙继海作为队员及队长效力
俱乐部 6 年时间，期间共代表俱乐部征战百
余场正式比赛，为俱乐部连续两年获得亚冠
资格，夺得足协杯及超级杯冠军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对孙继海这
位功勋卓著的优秀球员，表示深深的敬意及
衷心的感谢，同时也送上诚挚的祝福，祝孙
继海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中一切顺利。

孙继海在其职业生涯中，曾多次入选中
国国家队，并代表国足征战 2002 年韩日世界
杯。他也是少数几名入选英格兰足球名人
堂的非英国球员。

辽宁女篮酒店遭遇惊魂
邢金博腿部伤势无大碍

做客山东的辽宁女篮 10 日在入住酒
店遭遇惊魂一刻，队员邢金博在房间洗澡
时，浴室玻璃突然发生自爆，导致其腿部
被刮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新华
社记者 11 日了解到，邢金博的腿部伤势没
有大碍，不过她或将因此缺席三轮左右的
比赛。

辽宁女篮 10 日深夜在其官方微博上
写道，“刚刚结束比赛后，队员回到房间，
在洗澡过程中浴室玻璃突然爆炸，玻璃碎
片将我球队主力队员腿部大面积刮伤，经
过简单处理现已送往医院，发生这种意外
是我们都不想看见的，并希望赛区（酒店）
对此事件能够给予及时处理意见与解决
方法。”配图中浴室一侧的玻璃已有一大
半散落在地上。

据了解，山东队主场寿光赛区在 11 日
上午召开了赛区安全讨论会，赛区也给了
辽宁女篮俱乐部一个答复。双方都认为，
此次属于意外事件，事后处理得当，队员
伤势也并无大碍。

皇马刷新不败纪录
齐达内盛赞队长拉莫斯

齐达内执教的皇家马德里 10 日晚在
主场 3：2 力克拉科鲁尼亚，将不败场次扩
大到 35 场，这一胜利也刷新了皇马队史连
续不败纪录。

皇马在第 92 分钟仍以 2:2 与对手战成
平局。拉莫斯再显“英雄本色”,以一记头
球为皇马锁定胜利，并使球队继续保持着
对巴萨的 6 分领先优势。这也是拉莫斯继
欧洲超级杯及本月初的国家德比后，本赛
季再度在比赛最后时刻打入重要进球。

齐达内在赛后称赞拉莫斯：“拉莫斯
是特殊的，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在最后一
刻进球。他是我们的队长，是球队的灵
魂，并时刻展示出这一点。他永远不会说
放弃。”他还肯定，拉莫斯能够“把能量传
达给所有其他人”。

而 皇 马 的 对 手 也 对 拉 莫 斯 赞 赏 有
加。为拉科鲁尼亚打入两球的何塞卢感
叹：“拉莫斯就是拉莫斯，恐怕只有感冒才
能阻止得了他。”

詹姆斯助攻数创历史

克利夫兰骑士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10
日书写新纪录，成为 NBA 历史上首个送出
7000 次助攻的前场球员。

詹姆斯是在 10 日骑士对黄蜂的比赛
中完成里程碑的，当时首节还剩 6 分 33
秒，特里斯坦·汤普森接詹姆斯传球完成
扣篮，詹姆斯达成自己职业生涯的第 7000
次助攻。上赛季，詹姆斯成功超越公牛名
宿斯科特·皮蓬的 6135 次助攻，成为 NBA
历史上助攻最多的前锋。

目前，詹姆斯排在历史总助攻榜第 16
位，排在他前面的全部都是后卫球员。目
前詹姆斯场均贡献职业生涯最高的 9.1 次
助攻，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本赛季结束詹
姆斯将来到历史助攻榜第 12 位。

此外，詹姆斯还是 NBA 历史上第一位
拿到 27000 分、7000 个篮板和 7000 次助攻
的球员。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