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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奥运会#$ 在上海
以惊艳的成绩夺得冠军后% 刘翔再
一次强调了自己的目标# 这个目标
从今年初以来就一直挂在他的嘴
边% 无论是赴欧洲% 还是赴日本#

更确切地说%刘翔的这个目标%

从!##$年$月%$日那次无奈的 "鸟
巢转身$之时就已经定下了# 这个
倔强的中国大男孩% 此后经历了
一年的沉寂%却始终在积蓄自己

的力量%并在!##&年的上海黄金大奖赛上完美
复出%以行动告诉世界%自己不会就这么放弃#

此后%全运会&亚运会&钻石联赛&大邱世
锦赛%刘翔的爆发一浪高过一浪#也正是在世
锦赛遭遇了"牵手门$之后%这个喜欢扮鬼脸
欢笑的大度男孩% 在回到国内时就乐呵呵地
向媒体"宣布$'"都过去了%明年还有更重要
的比赛在等着我# $

"希望超越自己# $这是刘翔最常说的一句
话#虽然遭遇了北京奥运会的"滑铁卢$%但集奥

运冠军& 世界冠军和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荣耀于
一身的刘翔%如果说还要超越自己%那就是超越
自己的失败和伤病# 他的坚持也一直在向所有
人宣告'我从哪里失去%就要从哪里赢回来(

刘翔的师傅孙海平曾在此前的上海钻石
联赛启动仪式上对伦敦奥运会男子%%#米栏
的成绩进行了预测#他认为%按照目前的形势
看% 奥运会进前三至少要跑进%"秒以内%"要
拿冠军得在)%!秒*&#左右比较保险$#目前的
刘翔%已经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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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刘翔的主要对手是古巴名将
罗伯斯和美国选手奥利弗# 从去年开始%美
国两名悍将梅里特和理查德森迅速崛起%且
相继战胜过刘翔# 今年的伦敦之行%不出意
外刘翔可能遭到的阻截就在他们之间# 不
过%刘翔也不必太担心%近一两年来在与这
些对手的交手中%刘翔失手的原因%意外多
于实力的比拼#

罗伯斯除了大邱世锦赛上 "拉了一把$

刘翔%已经很久没有和刘翔同场竞技了# 古
巴人近年来同样遭受伤病的困扰%连续两年

缺席了上海站的钻石联赛%本月初在川崎的
比赛也中途退出# 尽管罗伯斯仍是世界纪录
保持者%但目前的状态%刘翔显然更胜一筹#

'月的美国尤金站比赛% 刘翔期待与罗伯斯
上演一场"奥运预演赛$#

跑出过%!秒$&傲人成绩的奥利弗%尽管
潜力巨大%但成绩总是起伏不定%连他自己
也一直为没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而懊
恼# 如果奥利弗仍然不能从目前的沉沦状态
中调整至最佳%奥运会有可能成为陪衬#

在本次钻石联赛上海站比赛中收获季

军的理查德森% 在大邱世锦赛一战成名%尽
管他的这个冠军要归功于罗伯斯%但这不影
响他迅速成为男子%%#米栏项目的顶尖选
手# 其实在此前%理查德森也获得过不错的
成绩%但总体而言%他的成绩略显平凡%从未
跑进过%"秒%对于刘翔的威胁不会太大#

其实%正如刘翔自己所言%"最大的对手
还是自己# $综合分析%第三次奥运之行%刘
翔只要保持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对手的起伏
偶尔闹点小"风$小"雨$%预料不会对他形成
什么实质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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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自己在比赛中的前
程速度%刘翔在!#%%年初开始
尝试"技术革命$'把自己擅长
的"八步上栏$改为"七步上
栏$% 并在当年的上海钻石联

赛上一试见分晓' 以%"秒#(的成
绩夺得冠军#

此后一年间的比赛%刘翔均以"七步
上栏$去完成'!#%%年'月的钻石联赛美国尤
金站%刘翔以%"秒##获得银牌+$月底的世锦
赛上%刘翔因为遭到罗伯斯"拉手$&以%"秒

!(的成绩获得了一枚 "胜过金牌$ 的银牌+

!#%!年)月'日%刘翔在日本川崎迎来奥运年
的首场室外赛% 并以%"秒#&的成绩夺得冠
军+)月%&日%刘翔以%!秒&(的成绩再夺本次
钻石联赛上海站赛事的桂冠#

刘翔的"八改七$成功%甚至还给了美国
选手梅里特以启示%后者也开始改用七步上
栏的技术%并表示"新技术让我赢得室内田
径锦标赛的冠军%让我在两星期前跑出赛季
最好成绩$#

孙海平分析说% 刘翔的 "七步上栏$

技术已经基本定型% 现在已经开始注意保
持比赛前半程与后半程的综合协调% 既要
保持前五个栏的成绩提高% 又要防止他在
比赛后程的原有优势出现下滑% "假如前
面几个栏能跑出在伯明翰室内赛的水平%

后程又能跑出他以前的水平% 那就是最好
的情况了#$

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乃至奥运会的比
赛中%刘翔以"七步上栏$稳定发挥%完全可
以将成绩维持在%"秒左右%甚至可将%!秒&(

的成绩再度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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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名帅里皮的中场首秀以一场
小胜收场# 在一场首尾大战中%领头
羊广州恒大主场以%*#小胜联赛 "副
班长$青岛中能%继续稳居榜首#

"银狐$ 里皮入主恒大无疑成为
近些日媒体追逐的焦点%当日的天河
体育场下起了小雨#由于锋线三叉戟
之一的穆里奇因伤缺阵% 里皮祭出
+"!%阵型%由克莱奥突前%但效果并
不理想%孔卡被限制在边路后组织能
力无法全面展开%结果上半场两队#'

#闷平#

下半场第')分钟%久经考验的里皮
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换人%他用买买
提艾力换下当家球星孔卡# 两分钟后%

孙祥主罚任意球到中路%郜林禁区内前

点鱼跃冲顶终于打破僵局%将比分改写
为%*#%比分也被保持到了终场#

此战过后%恒大%%轮后积!)分继
续稳坐头把交椅%同样取胜的北京国
安以!%分紧追其后#

国安与长春亚泰的比赛是在稍
早时候进行%客场作战的国安在第!%

分钟收制胜球%周挺左路将球吊入禁
区%朴成跟进后点头球破门%帮助国
安%*#带走三分#

此后两队都各有不少破门良机%

邵佳一中路的包抄将球打飞%而亚泰
方面王栋的任意球也打在门框上飞
出% 国安取得了本赛季客场首胜%而
亚泰则遭遇主场首败#

在另一场焦点战中%"+岁的李玮
锋再次成为场上焦点#他在辽津之战

&"分钟时的禁区内犯规%葬送了天津
泰达之前的努力# 而以!*%绝杀对手
的辽宁宏运终结了五轮不胜%避免了
过早地陷入保级泥潭#

辽津之战第&"分钟%当值主裁判
已开始不断地看表%眼看双方将以%*

%平局收场#此时%面对辽宁队并没有
太大威胁的+)度传中%面对比自己矮
十几公分的宏运前卫金泰延%"+岁的
李玮锋头球解围时%手上有了多余的
动作%这被主裁判判以极刑#

第"%)次代表辽宁队出战顶级联
赛的队长肇俊哲顶住压力%稳稳将点
球罚进%为辽宁赢来了久违的胜利#

在当天的另外比赛中%辽宁宏运
!*%胜天津泰达%长春亚泰#*%负于北
京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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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虽然科比拼尽全力独砍"$

分%但湖人队依然未能在主场守住胜
利# 依靠杜兰特的准绝杀三分球%雷
鸣队在双方的西部半决赛第四场较
量中逆转%以%#"'%##得胜%并以总比
分"'%抢到赛点# 这场关键比赛的
失利%将湖人推到了出局的边缘#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湖人若
能拿下这场胜利%将系列赛总比分追
到!'!平% 那么他们晋级的可能性就
将大大增加# 过去的%#年中%湖人总
共遇到过%%次系列赛打成!'!平的局
面%其中湖人取得了%#次胜利# 而且
最近$次湖人全部顺利过关%!##&,%#

赛季甚至连续三次出现类似局面最
终晋级# 如果进一步将历史延长%那
么在整个科比时代%湖人%!次遭遇!'

!平%最终的战绩是%%胜%负# 换句话
说% 湖人在系列赛!'!平后的晋级概
率超过&%-'.#

但历史终究不会是简单的重复%

就这次系列赛来看%湖人在前四场比
赛中的表现难免让人感慨廉颇老矣#

纵观系列赛前四场比赛%首场比赛湖
人就被打的一败涂地%第二场和第四
场又都浪费了不小的领先优势遭雷
霆逆转#

在过去的%#年中%湖人总共遇到
过+次系列赛总比分%'"落后的不利

局面#不幸的是%这+次湖人没有一次
侥幸逃生# 在科比整个职业生涯中%

湖人(次遭遇%'"同样是没有一次实
现逆转# 换句话说%历史已经判了湖
人"死刑$#

或许有人会认为% 历史不可能代
替现在和未来# 但即便是从双方目前
的状态来看% 湖人也难以逃脱被淘汰
的命运#首先%科比已经不复昔日统治
神勇%尤其是比赛最后时刻#在!#日的
比赛中% 科比最后一节的表现几乎可
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其次%湖人的内线优势在雷霆面
前并不显著%甚至还有可能会成为对
手利用的工具# 此役最后决战时刻%

湖人双塔在被队友们一定程度上忽
视的同时%自己也没有打出让人满意
的表现#比赛最后!分""秒%拜纳姆中
投不中%最后""秒加索尔将布雷克抢
到的机会拱手相让#相反雷霆内线却
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大作用%佩金斯抢
下进攻篮板的补投让雷霆舒服的扳
平比分% 从而避免了最后%分钟被动
应战的危险#

从雷霆的历史上看%",%领先基
本上也意味着他们将会成功晋级#在
最近的%#年内%包括其前身超音速在
内% 雷霆两次取得",%领先都成功晋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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