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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是著名的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又
开始了教练员的生活" #角色变了!但我们的努力还在
继续" $这就是中国国家队教练李富玉和中国香港队队
员黄金宝相同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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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个子! 俊朗的外形! 李富玉注定是一个帅
哥! 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这位昔日的自行车运动明
星! 为了怕被人认出来! 还特地给自己戴上一副大墨
镜" 今天上午!就在文城等候出发时!他一边指挥中国
队队车!一边为队员布置战术!还是被记者认出来了"

%&&$ 年!!' 岁的李富玉加入马可波罗洲际队!

后随队参加了亚洲以及欧洲一些水平相对较低的赛
事!不过他表现十分出色!一年的时间便成为车队的
主力车手" %&&(年年初!在环泰国公路自行车赛中!

他穿上了代表总成绩第一名的黄衫" 这是中国人第
一次在国际大赛中穿上黄色领骑衫"%&&(年 $月!他
再次在德国的威斯特法伦大奖赛夺冠! 这是中国人
第一次在欧洲的自行车大赛中夺冠" 凭借两个赛季
在车队中的良好表现! 马可波罗队将其推荐给美国
探索频道车队"

&我喜欢自行车运动带给我的刺激!也清楚在不远
的将来!承载着我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年 !&

月!李富玉开始执教山东省自行车队%%&&)年获得第 !!

届全运会男子个人计时赛冠军后!出任国家队教练%

&说实在话!任教练两年多了!一切还在磨合中% $

作为第一个到海外训练的中国男子自行车运动员!李
富玉从中获益多多% &但观念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一个渐变的过程% 目前整个队伍水平处于上升期%

&为中国人而战!为中国的自行车运动而战% $ 无论是
作为运动员还是教练员!这都是李富玉最喜欢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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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在中国香港队队车前!一位并不起眼的
车手正在调试赛车!一会摸摸轮鼓!一会调调码表!有
时还跟队员耳语几句%他就是香港著名运动员黄金宝%

阿宝说!今年他 *#岁了!体能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

但在队伍中以新带旧!比赛中也会临时调度指挥% &沈教
练不在!他就是教练了% $一旁的领队张小华介绍说%

黄金宝与自行车运动密不可分% !))&年加入香港
队!一年后勇夺亚青赛冠军!但成名甚早的阿宝挫折亦
来得早% 他在沙田沥源 长大!!'岁加入香港青年队!

!))%年取得奥运入场券! 但与队友发生冲突被逐出香
港队!无缘角逐巴塞罗那奥运会后!更一度停止正规训
练!其职业生涯一度亮起红灯%

直到 !))+年!曾任中国国家队教练的沈金康来港
掌舵!一手一脚把跌进谷底的黄金宝重新扶起来%阿宝
立即在 !))+年广岛亚运会公路赛夺得殿军!这在当时
来说已是香港队历来最好成绩! 也激发了他此后冲击
金牌的不屈斗志%

艰辛血汗换来丰硕成果! 阿宝迄今参与的四届全
运会收获三金两铜!%&&'年更在西班牙勇夺世界杯场
地锦标赛男子十五公里捕捉赛冠军! 成为首位亚洲车
手登上世界之巅!当时访港的胡锦涛主席盛赞&你比黄
金还珍贵$%

采访结束时!阿宝承认!运动员生涯有限!要面对
现实!及时转换角色%

本报记者 ?@ "DE/0

-#

b

!"

!�$

��"#'()'*\M!�/M###

/0123456789

马海军今天勇夺 %&!!环岛赛第四赛段亚军!这是
中国选手在本届环岛赛上首次站上领奖台% 走下领奖
台!马海军就被热情的观众团团围住!车迷们纷纷让他
签名'合影!马海军来者不拒!一一满足车迷的要求"记
者好不容易逮到机会采访马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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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今天的比赛!马海军说(&今天在骑行时!我一
直注意保存体能!大部分时间跟着大团骑%后来感觉体
能还很充沛!于是在 !*&公里处!我决定突出大团!追
赶独自领先的车手% $

后来黄金宝也追了上来!两人一块配合骑行!后又
分开!马海军&丢下$黄金宝!追赶领先的洛克去了% 黄
金宝赛后对记者说( 马海军也许有些冒进! 急于求成
了% 对此!马海军说(&我以为他会跟上我的!没想到他
一直在后面!我只好一个人追了% $

马海军说!他今天抢夺终点冲刺!并非队里赛前安
排好的战术!&这是我临时做的决定! 当时我觉得体能
还很足!于是决定冲一冲!没想到突击成功了% 但没拿
到冠军还是有些遗憾% $

马海军是目前这支中国队中名气最大的选手! 本次
环岛赛开赛前!他是中国队的重点车手之一!但后来队友
王美银成为了重点&保护对象$% 马海军说!在第一个赛段
时!他出现了一次失误!成绩不理想!而王美银成绩不错!

所以队里调整策略!重点保王美银% &这很正常!自行车是
团队运动!互相配合很重要!谁机会更好就保护谁!个人
的荣誉和成绩与团体的荣誉和成绩是分不开的% $

马海军目前的总成绩落后黄衫约 !分钟! 对于今
后比赛的战术安排!他说(&我还有机会往前冲一冲!但

整体战术上还是得服从队里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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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前几个赛段的比赛上看! 中国队在本次比赛
中的主体战术思路是(大胆突击!积极抢分% 但中国队
往往显得后劲不足!比赛中一度很活跃!频频突击!后
来就$销声匿迹&了% 今天!马海军终于打破了沉闷!让
中国队在本届环岛赛中露了一回脸! 也掀起了环岛赛
的一个高潮%

&这个战术没有错!我们要敢于与强队较劲% 就算
突击不成功!也能从中获取经验% $马海军说% &其实现
在外国车队不敢小瞧中国车手了% 以前我们突出去的
时候!他们都不太理会!认为我们成不了气候%现在!我
们突出去一次!他们恐怕就得紧张一次% 这说明!中国
队在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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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岁的马海军是青海人!他在中国队中以爬山
能力强著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队最有希望的选手% 但此
后!马海军的表现有些平淡!似乎遇上了一个发展的瓶颈%

李富玉'韩峰等中国车手先后&走出去$到欧美职
业队去锻炼后!水平得到很大提升!马海军说(&我也想
加盟国外职业车队!在欧美职业队中训练比赛!或许我
的竞技水平能再上一个台阶% $不过!马海军说他并没
有为此事太过操心!&这得看机会了!我想去!人家还得
肯收才行% $马海军说!&不管在哪里!都要艰苦训练!这
是最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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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中国人登上领奖台!一匹&黑马$杀出夺
冠!今天的&三亚杯$%&!! 环海南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比赛掀起一个高潮%在
今天进行的第四赛段&海马汽车$赛段比赛
中!中国国家队选手马海军夺得亚军!中国
香港队名将黄金宝获得第三名%冠军则被香
港卓比奥斯洲际队澳大利亚选手迪恩)洛克
所获!他冲刺时领先马海军 $秒"

马海军和黄金宝也是在大团前面冲刺!

马海军领先黄金宝 $秒"平地赛段终点冲刺
能拉开如此大距离! 这在环岛赛中并不多
见" 冠军迪恩*洛克的成绩是 *小时 $&分
&'秒!骑行距离 !(*"#公里%

上午 !&时! 车队从文城出发% 由于收
容'伤退等原因!参赛 !%$名车手中还剩下

!&)名%在冲刺第一个冲刺点时!香港卓比奥
斯洲际队迪恩*洛克等几名车手突了出去%

在此后的两个冲刺点!洛克一直都保持在前
三名的行列% 而且在冲过第二个冲刺点后!

洛克一直没有回到大团中!也一直没有被大
团追上% 本赛段前!洛克的总成绩落后黄衫
)分多钟!争夺总成绩名次已无望% 看来!争
夺冲刺积分!是洛克今天坚决实行的策略%

!*&公里时!只有洛克一人突出在前面%

此后! 马海军和黄金宝先后从大团突出追赶
洛克% 约 !+*公里时!黄金宝赶上马海军!两
人在一块骑行!而洛克依然在前面%大约离终
点 !$公里时!马海军丢下黄金宝!孤身一人
奋力追赶洛克!但还是没有成功% 最终洛克'

马海军' 黄金宝三人先后冲过设在海口滨海
大道的终点!三人之间的间隔正好都是 $秒%

值得一提的是!!$*号德国埃迪队车手
施密特今天在三个冲刺点都拿到第一名%

施密特此前只落后黄衫 !(秒!完全可以凭
本赛段的终点冲刺缩小差距! 但他却主动
退回大团% 据专家分析!施密特很可能是为
后面赛段的争夺保留体力% 而因为在今天
三个冲刺点的出色表现! 施密特的总成绩
已上升到第三名!只落后黄衫 '秒% 专家还
分析说!施密特主动退回大团!很可能也是
今天洛克等三人能成功脱离大团的主要原
因!因为这三人的总成绩都比较靠后!大团
就&放过$了他们%

本赛段过后! 各领骑衫得主没有变动!

但差距依然没有拉开%

明天的第五赛段比赛从海口经临高至
澄迈!全长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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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推动我省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关键时刻!%&!!环海南岛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顺利开赛了%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市县'各有关单
位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环岛
赛前 +个赛段的比赛取得了圆满成功!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在前面各赛段的服务保障工作中!

各市县' 各单位及全体工作人员表现出
了强烈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高昂的工作
热情% 各市县党委' 政府人人争当东道
主!尽心竭力提供优质服务+公安'武警
官兵各司其职!全力以赴!出色完成交通
引导'安全检查'巡逻值守及相关安保任
务+公路'外事'卫生'边检'通信'气象等
部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出色完成组
委会交给的各项保障任务+ 组委会各部
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确保了赛事的安
全顺利运行+新闻媒体记者不辞辛劳!兢
兢业业!采写'播发了大量优质稿件% 在
此! 组委会谨向你们致以诚挚的慰问和
崇高的敬意,

行百里者半九十% 目前环岛赛赛程
已经过半!后面的比赛会更加艰苦!服务
保障工作任务将更加艰巨! 绝不能有丝
毫的懈怠和麻痹% 希望你们继续发扬不
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善始善终地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为环岛赛圆满成
功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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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岁的黄金宝曾在各种自行车
比赛中夺得奖牌无数! 被誉为 &香港之
宝$% 但近年来!黄金宝表现平平!不少人
说&阿宝老了$% 今天!在环岛赛第四段比
赛中黄金宝夺得第三名! 站上了领奖台!

以实际行动回应了人们的质疑% 看来!黄
金宝&宝刀未老$!仍是香港队中的&镇队
之宝$%

&我近年来的确状态不佳% 广州亚运会
后!我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来锁骨断了!又
养了一阵% 所以复出参赛后! 成绩一直平

平% $今天的比赛后!黄金宝对记者说% &但
我最近的状态正在回升之中! 来环岛赛之
前参加了印尼的两站比赛! 我和队友们赢
得了 %&万港币的奖金% $&所以!我对今天
能夺得第三名!并不感到很意外% $

黄金宝反倒可惜没有能取得更好的名
次! 他介绍说(&我和马海军一度配合追赶
领先者!但他不知何故!自己冲了出去% 如
果我们能配合追赶!互相掩护骑行!就不会
消耗掉太多体力! 最后冲刺时可能就是另
一种结果了% $&可能是在国内比赛!马海军

太想有所表现了!他太着急了% 赛后我跟他
说(你这样骑不行% $

黄金宝认为! 本次环岛赛是竞争最激
烈的一次!&目前总成绩前 *& 名的差距以
秒来计!谁都有可能最终获胜% 我想这个时
候那些实力强的队伍可能会把注意力更多
地集中在抢大的奖项上! 而实力稍弱的队
伍则有机会来抢冲刺点等小奖了% $

赛段第三名是黄金宝在环岛赛上的
最好成绩!虽然这对于他来说不是多么了
不起的成绩! 但他难掩兴奋之情% &能在
这么激烈的竞争中站上领奖台!说明我的
状态越来越好! 我还有与强手竞争的能
力% $*# 岁的黄金宝说!&看来!我还没有
到退役的时候% $

本报记者 ABC

"DE/0

-#

b

!"

!�$

´µ�R�¶�·###

@78EFGHIJKLMD

黄金宝今天夺得环岛赛第四赛段第三
名!教练张小华自然很高兴!不过没有太过
得意!他说(&阿宝宝刀未老!但香港队还后
继有人!我们还有更多的-阿宝.% $

张小华介绍说! 香港队这段时间连续
作战!来环岛赛之前!转战马来西亚'印尼
等地% &在印尼!我们收获颇丰!赢得了 %&

万港币的奖金% $

张小华说! 黄金宝现在还是队中不可
或缺的主心骨!但在最近的系列比赛中!他
已不是队中成绩最好的!&我们有爬坡高手
陈振兴!他在印尼获得总成绩第三名!在本
届环岛赛上! 他的总成绩目前也是队中最
好% 我们还有冲刺能手苑智浩% 最重要的
是!我们队中大多是年轻人!除了阿宝!第
二老的陈振兴也只有 *&岁% $

&还有更好的选手此次没有来参加环岛
赛!$张小华说!香港队目前最好的选手是 %*

岁的郭灏霆!他曾夺得场地赛的世锦赛冠军%

郭灏霆因为参加世界杯场地赛没有随队来海
南%&香港队中不少年轻人都被人叫过/阿宝第
二.!这说明香港自行车运动人才辈出% $

张小华介绍说! 香港自行车队的优异

成绩! 得益以香港自行车运动的普及!&在
香港!每周都有业余自行车比赛!组织很规
范!参与的人很踊跃% $张小华说!香港自行
车选手的培养机制与内地最大的不同是!

&香港队的选手从小就喜欢自行车运动!他
们是从众多爱好者中脱颖而出的优秀者%

而在内地!有些选手可能是为了某个出路!

并不见得有多么喜欢自行车运动% $

张小华说! 香港自行车运动竞技水平
的迅速提高! 还得益于沈金康等从内地过
去的高水平教练的训练和指导! 沈金康可
以说是香港队的&教父$级人物%

沈金康目前已是中国自行车队的总教
练!但他并没有辞去香港队总教练的职务%

两个总教练一肩挑!沈金康忙得不可开交%

张小华透露! 沈金康这几天在南昌参加城
运会! 所以没有率队来海南!&但他就要过
来了!好像是今天到海口% $

张小华本人也是从内地到香港的教
练!他原来在云南队% &我是跟着沈指导到
香港的!一呆已经八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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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今天进行的&三亚杯$%&!!环海南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比赛掀起一
个高潮% 明天的第五赛段比赛或许会有
新的&黑马$杀出%第五赛段从海口发车!

经临高抵达终点澄迈金江镇!全长 !$!"(

公里%

本赛段依然是平地赛段! 看点依然
是终点冲刺和途中冲刺的争夺% 目前总
成绩黄衫和其他领骑衫等&大奖$的争夺
形势依然微妙! 有些实力强的队伍从全
盘战略考虑! 或许不会太过计较某个冲
刺点甚至某个赛段终点冲刺的争夺!这
也给&黑马$争夺赛段冠军提供了条件%

第五赛段比赛设有两个冲刺点% 上
午 !&时! 车队将从海口市万绿园出发%

第一个冲刺点设在临高县城文明东路临
高县委处!离起点 )*公里!预计约 !!时
!&分到达+第二个冲刺点设在澄迈福山
镇!离起点 !*%"+公里!预计约 !*时 &$

分到达%补给站设在离起点 #*"'公里处
的头板村临美路%

预计约在 !*时 *!分! 车队将抵达
终点% 终点冲刺点设在澄迈县城金江镇
文化北路中国农业银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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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第四赛段之前! 香港卓比奥
斯洲际队澳大利亚选手迪恩)洛克的总成
绩落后黄衫 )分多钟!排名在榜上的末端%

谁也没想到! 这匹黑马竟然能大幅甩开各
路好手!夺得本赛段的冠军%

赛后! 面对人们的惊奇! 洛克满脸笑

容(&说实在的!我也很惊讶% $

洛克说!正因为落后太多!争夺总排名
的奖金已经无望! 他才制定了坚决抢夺冲
刺积分和奖金的策略% 在今天的比赛全程!

他一直冲在前面! 三个冲刺点都在前三名
内!并从第二个冲刺点开始!就一直脱离大

部队一人领骑%

&说实在的!这种近乎-自杀.式的战术很
冒险!说不定我坚持不到终点%但幸运的是!我
成功了% $洛克说!在领骑过程中!他几次感觉
快不行了!大汗淋漓!肌肉发酸!呼吸困难!&我
几度想放弃!幸运的是!我坚持到了最后% $

在等候颁奖时!洛克脱掉了衣服!不停
地擦汗!露出一身的纹身% 他说!并非海南
太热!主要是消耗太大了% 洛克现在居住在
澳大利亚昆士兰!&我家乡的天气与海南差
不多!我很适应% $ 本报记者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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