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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奥运会上的两次跌倒，经过漫长的疗
伤和抗争，31岁的刘翔面对年龄和伤病的夹击，
选择了退役。

毫无疑问，刘翔是一名伟大的运动员。
但是，刘翔的运动生涯并非仅和成功做伴，

伴随他的还有坎坷和伤病。在中国体育史上没有
任何一个人，如刘翔一样获得过举国潮水般的赞
誉和追捧；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遭遇到如刘翔般的
嘲讽和质疑。刘翔在鼎盛时期，风头盖过了所有
同时代的体育明星，即便是篮球巨人姚明和网球
巨星李娜，在国内的影响力都无法和他相比。然
而，奥运会上的两次跌倒，让刘翔从神坛跌到地
狱。受伤退赛后，尽管外界理解和同情的声音居
多，但“阴谋论”和“骗子”说也不少，刘翔被越描越
黑，他没有解释，选择了沉默。

刘翔退赛，其中到底有无“猫腻”？这个问题
被不间断地问了八年之后，至今，依然没有问出任
何结果。阴谋论者拿着放大镜，把蛛丝马迹放大
1万倍，也是枉然。因为，这种说法既违反逻辑，
也违反常理，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对于热衷八卦的
人来说，编编段子，黑黑刘翔，也是个乐子。

质疑刘翔者，无非是说他故意隐瞒伤情。
其实，退一万步讲，即便刘翔真的隐瞒伤情，又
何错之有？！哪个明星运动员没有伤？哪个人
不是带伤训练渴望夺冠？假如刘翔因伤提前宣
布退赛，恐怕骂他的人更多！

今天，刘翔在退役长文中透露隐情，相信他
说的都是真话，就是太想赢了，太不想对不起大
家了，但是，命运残酷地开了他的玩笑。

刘翔的身上曾背负着太多太重的国家责任
和民族梦想，在狂热的情绪下，奥运赛场上的一
场胜利或失败，很容易使刘翔这样的选手一夜
成为国家英雄或民族罪人。过去，这样的例子
很多，比如兵败汉城的李宁。“体操王子”当年黯
然退役的场面令人心寒。

可喜的是，中国体育近年在转型，大众的奥
运金牌焦渴症得到缓解，宽容和厚道人日益增
多。网上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刘翔是“荣
誉满身，应当尊重的体坛英雄”占37％，“应该退
役，健康和家庭更重要的选项34％，认为他“曾
经是国家英雄，但两次退赛存在疑点”占12％。

这个调查证明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认可刘翔
是杰出的体坛英雄，只有少数人继续质疑他的
退赛。这比几年前有了巨大的转变，折射出社
会心态的日渐成熟。

最后想说，喜欢刘翔或不喜欢刘翔，他都是
一名伟大的运动员，即便有天大的过失，这个事
实也无法变更，仅凭此点，刘翔就值得我们尊
敬。缺什么别缺厚道，在刘翔退役之日，希望大
家送去一句祝福，一份善意，也希望刘翔从失落
阴影中走出来，拥抱新的人生。

（新华社记者杨明）

7日傍晚，刘翔通过微博正式宣布退役。谈及退役
后的生活，刘翔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想当教
练，也不想当体育官员，而是计划投身体育公益事业。

很多队员退役后当教练或者当官员，而刘翔却没
有选择这条路，当被问及是不是觉得这条路不适合自
己时，刘翔说：“每个人都有他想要做的事情，我觉
得我想的一些事情还是能够简单，实效一点的，不一
定要多轰轰烈烈”。

谈及未来的选择，刘翔称：“我退役后真的想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定要和自己的能力划等号，
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我还是希望能
够做一些对青少年体育发展有利的事情，包括有时候
我可以到一些偏远的山区和孩子们互动一下，要做的
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刘翔像他设想的那样，投身青少年体育发
展，这必然不是一条赚钱的路。对此，刘翔表现地非
常淡然：“赚不赚钱没关系，关键是做一些真真切切
的事情。” （中新网）

刘翔挥手告别，这也代表了一代体育偶像
的落幕。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们提到中国体坛的
偶像，脱口而出的是三个人的名字——姚明、
李娜和刘翔。被视为中国体坛同时代的三大全
球化精英偶像，三人社会影响力各有千秋，却
难分高下。如今，最小的刘翔也到了退役时。
老一代偶像渐行渐远，新一代偶像尚未长成，
中国体育迷，似乎进入了“情感空窗期”。

偶像远去
回溯到2011年7月，在NBA效力了9年的

姚明退役了。由于左脚第3次应力性骨折，他不
得不离开赛场。他说：“我的职业篮球生涯结束
了，我希望那只是一个逗号，不是一个句号。”

“这是最好的时间说再见。”2014年9月19
日，李娜流泪说告别。

其实除了这三位标志性人物，在过去十几年
间，中国体坛还涌现过很多偶像，比如已经成为中
国女乒主帅的乒乓王子孔令辉、已经投身娱乐圈的
跳水王子田亮、已经嫁入豪门的跳水女皇郭晶晶
……无一例外，他们都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

从2002年姚明登陆NBA、2004年刘翔雅
典夺冠，到2011年姚明退役、2012年刘翔伤
退，中国人经历了偶像十年。十年过去，中国
体育迷们依旧拽着时代的衣角，不忍其离去。

新星太嫩
代言中国田径十几年，刘翔的退役也让中

国田径偶像何在的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备受期待，同属北京队的短跑名将张培

萌、跳远名将李金哲以及跳高名将王宇曾被视
为中国田坛未来新偶像。然而，不够过硬的成

绩始终是“京城三少”的硬伤。
今年8月，田径世锦赛将首次落户中国，8月

的鸟巢，或许能见证中国田坛新偶像的诞生。
在伦敦奥运会上独得两金，中国体坛新偶

像的称号曾落在孙杨身上。然而，近几年，孙
杨是非不断，风光无限的背后，他距离体坛偶
像标准却越来越远。偶像的力量赞助商最清
楚。美国媒体曾预测孙杨在2013年的广告收入
很可能突破2000万美元（约合1.14亿元），但
事实却并不如想象中好。

造星还早
作为中国羽毛球的超级英雄，林丹也曾一

度被认为能扛起中国体坛偶像大旗。剑走偏
锋，如今林丹身上的话题却似乎与羽毛球越来
越远：抛弃国家队赞助商选择日本赞助商，引
来了爱不爱国和见利忘义之类的争议，而大尺
度写真，又直接冲击着大家的道德底线。

中国体育不乏优势项目，但明星却“酒香
也怕巷子深”。传统优势项目是中国体坛现成
的“偶像基地”，但在乒乓球、羽毛球项目
中，中国人垄断了金牌，却没有让这些项目在
职业化的路上走得更远。而层出不穷的乒乓天
才也让人在目不暇接的同时，缺少了新鲜感。

国际体坛，体育偶像诞生最多的应该是热门
项目三大球。其实，我们有过郎平、郝海东、姚明，
他们都曾是球迷心目中的“神级人物”，但看看如
今的三大球联赛，排球联赛乏人问津，CBA赛场
外援当道，中超群雄缺乏本土英雄。运动项目自
身丧失了造血能力，又怎么可能再出现一个姚明？

一代偶像已老，新星太嫩，中国体育如不
打造新的偶像，距离无人喝彩似乎只有一步之
遥。 （厉苒苒）

7日下午，刘翔发标题为“我的跑道！我的栏”
的长微博宣布退役。随后，刘翔妻子葛天发布微博，

写道“你永远是最棒的”，葛天还晒出刘翔早年奥运
会夺冠时的照片。 （凤凰网）

李娜：Be yourself 在栏天下飞翔！

黄健翔引用经典歌词：一个男人跑了许久不容易！

张培萌：普通人难以完成的任务难找刘翔接班人

白岩松:刘翔退役，我想说的一个是解脱、一个是
感谢。对于刘翔，他可以做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不退
役，他还要折磨自己、还有挣扎，但现在是解脱，甚至是
解放，他的生命到了新的段落。对我们观众也是解脱，
我们不用抱着幻想，期待刘翔创造奇迹。

冬日那:刘翔是前所未有大满贯得主，他先后在奥
运会因伤两次退赛，人生也跌入低估，他没有放弃，每
天，他为复出做着超人努力。但如今，刘翔要与赛场说
再见，我们感谢他创造的一个个传奇，为中国观众带来
感动，希望刘翔在新的领域不断跨越自己、超越自己，
在这里，我们祝福刘翔，刘翔加油！

一晃你们已经陪伴了我19年。初
次见面时，我还只是个 13 岁的孩子，
那时我其实只是把你们当成了我的大
玩具。别的孩子们玩捉迷藏，玩轮
滑，玩游戏机，而我只有你们陪伴。
这19年来，我与你们在一起的时间甚
至超过了亲友，我想，也许这就是缘

分，这就是爱。
然而从今天起，我恐怕要离开你

们 了 ， 虽 然 舍 不 得 ， 但 是 我 真 的
“病”了、“老”了，我无法再与你尽
情奔跑，我无法再与你擦肩跨跃。我
要“退休”了，我要开始一段新的旅
程。再见！我的跑道我的栏。

虽然不舍但别无选择
从今天起，我将结束我的职业运

动生涯，正式退役。这是自己反复深
思熟虑，最终做出的决定。虽然不
舍，虽然痛苦，但我别无选择。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我跟腱断裂之后
进行了跟腱重建手术，过去的2年多时
间里，我始终坚持艰难的康复训练，
梦想着能重新出发。虽然我的心中仍
有热血，但我的脚却一次次对我说
不，它无法再承受高强度的训练和比
赛。我恨我的脚，我太爱我的跑道我
的栏，如果没有脚伤，我……

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如果，伤病是
我自己造成的，我只能默默接受。有
心无力是沮丧的，是痛苦的，这两年
多虽然每时每刻我都在纠结，但今
天，我决定放弃，选择离开，我要新
的生活。回想过去，我13岁开始正式

接触跨栏，整整19年。我年少时最初
的梦想，只是能成为国家田径队的一
员，之后是憧憬能拿个全国冠军。18
岁时我就已经完成了这两个心愿，当
时我觉得是多么的幸福。

2004 年的雅典奥运会，毫无疑问
是我职业运动生涯最值得铭记的时
刻，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夺冠后第二
天，看到枕边那枚金牌的激动心情是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随后的几年我
顺风顺水，我完成了作为一名跨栏运
动员所能想到的所有心愿：2006 年，
在瑞士洛桑，我以12秒88打破了世界
纪录；2007年，在日本大阪，我以12
秒95获得了个人第一个世界锦标赛冠
军头衔；2008 年，在西班牙的瓦伦西
亚，我以 7 秒 46 获得了个人第一个世
界室内锦标赛冠军头衔。

北京退赛至今不愿回忆
人们说我是亚洲第一个拿到跨栏

大满贯的运动员，当时的我听到的只
有赞美。现在回想起来，人生太顺了
也许并不是好事。在成绩面前，我并
没有重视自己的脚伤，一味地追求速
度，不断加大训练负荷使脚伤由轻到
重，直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被
迫退赛的一幕，是我至今都不愿意再
回忆的。我做梦都想在家乡父老面
前，让五星红旗升到最高处，但脚伤
却偏偏在备战前夕发生。

记得那一天比赛检录时，我只记
得的就是痛，脚痛，心更痛，这也是
我入场之前用脚使劲踢墙垫，又怨恨

又无奈的原因。我为什么无法忍受伤
痛？为什么各种治疗都无效？为什么
我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待？我为什么
……

我很感激北京奥运会后所有人对
我的理解和鼓励，这也是我去美国进行
手术，并开始康复训练的最大动力。我
用尽最大的努力来克服心理和生理上
的各种障碍。我挚爱跨栏，我不愿意放
弃，相信自己能再次回到最好的状态。
为此，我决然在28岁的时候，为了攻克
自己的薄弱环节让前程速度能再快一
点，冒险放弃已经熟悉了15年的“八步
上栏”，改为“七步上栏”。

不再想让人骂我懦夫
恢复、训练、改进帮我很快回到

了13秒左右的成绩，2012年在英国伯
明翰打破自己保持的室内60米栏的亚
洲纪录，在上海钻石联赛上跑出12秒
97，甚至在美国尤金 （超风速 2.4 米/
秒） 跑出了 12 秒 87 平世界纪录的成
绩。就在我充满憧憬时……2012年7月
在伦敦钻石联赛上脚伤再次复发，预
赛忍痛跑了13″27后退赛。

在德国备战奥运会期间，国家体
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专门安排当
地最好的医生对我进行诊治，但也无
济于事。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戏剧
性，我再次在奥运会上带伤忍痛上
场，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但
我当时真的很想替自己的人生扳回一
局，我不想人们再骂我是懦夫、是临
阵脱逃的“刘跑跑”。虽然在疾跑后起
跨的一刻，我已感觉到自己的脚跟突
然变空了，虽然我在跑道上摔倒了，
虽然我只能带着遗憾和无奈单腿蹦到
终点，虽然我只能似乎是告别式地最
后亲吻一下我的栏。但我真的尽力了
……

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
前。现在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
人，我决定不再挣扎于过去，既然选
择了离开，就要坚强面对，我有很多
不舍，但我会快乐向前，我有遗憾有
无奈，应会心怀感激。此时此刻我要
感谢最亲爱的家人，是你们给了我最
温暖的怀抱。很抱歉这19年和你们相
处时间不多，但接下来我可以花更多
的时间陪伴你们，让我的人生更美满。

……
退役后，我将去完成剩余的学业

进一步充实自己，做一些对中国青少
年体育发展和提升国人健康体质有利
的事，力所能及推动和促进中国田径
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因为体育是
我的梦想，哪怕经历再多的曲折，我
一生已无法离开。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的梦想，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谁都会
遇到挫折，但是不要放弃，只要勇敢
去做。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唯有不懈
的努力，我将带着运动生涯中所学习
到的宝贵经验去再次飞翔。

姚明李娜刘翔相继退役
未来让我们追谁

不当教练，不当体育官员
未来将投身公益事业

爱妻力挺：你永远是最棒的

之说

刘翔没有错
错的很可能是我们

翔
争议翔

之后翔

我真的“病”了、“老”了
我无法再与你尽情奔跑
我无法再与你擦肩跨跃
我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再见！
我的跑道我的栏

刘翔，2004年夺得雅典奥运会冠军；2006年打破世界纪录；2007年获得第一个世
锦赛冠军头衔；2008年获得第一个室内世锦赛冠军。在远离赛场两年多之后，奥运史上
中国第一块男子田径金牌得主刘翔7日下午5时通过个人微博正式宣布退役。

刘翔在微博上
发布了一张他与女
友在栏架前合影的
照片，并配文字“我
最爱的它和她”。随
后多方证实，刘翔已
于之前领证结婚。

刘 翔 通 过
微博宣布退役，
为其职业生涯
画上句号。

2012年
8月7日

伦敦奥运会男子
110米栏预赛，刘翔在
跨越第一个栏时摔倒
在地，无缘晋级。他
在赛后单腿跳向终
点，并亲吻栏架。后
被证实他跟腱断裂。

2012年
6月3日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
尤金站，刘翔以 12 秒 87
的成绩夺得冠军。虽然
这一成绩与当时古巴名
将罗伯斯保持的世界纪
录相同，但由于赛时顺风
风速略快，所以他的成绩
不被认可为平世界纪录。国际田联钻

石联赛上海站，
刘翔采用了“七
步上栏”的新技
术，并以 13 秒 07
获得冠军。

2011年
5月15日

2008年
8月18日

北京奥运会男子110
米栏预赛中，万众瞩目的
刘翔因脚伤退出比赛。

日本大阪田径世
锦赛，刘翔以 12 秒 95
赢得自己的第一块世
锦赛金牌，成为集奥
运冠军、世界冠军、世
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
的大满贯选手。

2007年
8月31日

2003年
3月16日

英国伯明翰世
界室内田径锦标赛
男子 60 米栏，刘翔
以7秒52的成绩打
破亚洲纪录，获得铜
牌，实现了中国男选
手在该项赛事18年
来奖牌“零”的突破。

2002年
7月2日

国际田联
大 奖 赛 洛 桑
站，刘翔以 13
秒12的成绩获
得亚军，打破
亚洲纪录和世
界青年纪录。

2015年
4月7日

足迹翔

2004年
8月28日

雅典奥运会，
刘翔以 12 秒 91 的
成绩夺得金牌，并
平 了 世 界 纪 录 。
刘翔也成为中国
田径史上第一位
男子奥运冠军。

国际田联
超级大奖赛洛
桑站，刘翔以
12 秒 88 的 成
绩夺得金牌并
打破了尘封13
年之久的世界
纪录。

2006年
7月12日

2014年
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