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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9月 23日晚，第十四届全运会

田径项目的比赛在西安奥体中心继

续进行，在男子400米栏决赛中，21

岁的河南选手、北大在校生谢智宇以

49秒67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是决

赛中唯一一个跑进50秒的选手。这

枚金牌也是河南代表团在本届全运

会竞技体育项目上的第11枚金牌。

赛后，记者在混采区用家乡话喊

住了仍在微微喘气的谢智宇，第一个

问题就是关于当晚夺冠成绩的。

“对今天成绩满意不？”

“成绩一般，不是很满意，有个

栏倒了一步，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还

能再快些。我赛前是想破全国纪

录的。”

显然，这个成绩对于跑出过近十

年来国内400米栏最好成绩49秒40

的谢智宇来说，并不是十分满意。男

子400米栏的全国纪录是49秒03，

是由孟岩在2006年创造的，而上一

届全运会，男子400米栏的冠军成绩

是49秒66。

领取体彩大奖后，他这么说：
“奖金用于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河南全运冠军，是位北大“学霸”
谢智宇夺得全运会男子400米栏金牌

9月15日，体彩大乐透第 21107期前区开出号码“03、
05、13、20、25”，后区开出号码“07、11”。当期全国共开出
9注一等奖，其中 2注被我省购彩者揽获。9月 16日上午，
河南濮阳的中奖男子来到省体彩中心领取了这份幸运大
奖。

据介绍，中奖者是一位有着十多年购彩经验的体彩忠
实粉丝，基本上每期都会购买超级大乐透。

“我买体彩很多年了，以前还购买过其他几种，近几年
就只买体彩大乐透一种了。在购彩的时候，始终保持一颗
平常心，就当是玩游戏，以前也用过家人的生日当做号码，
后来还是感觉机选更省事，于是改成了每次机选5注，一直
坚持到现在。”

说起本次购彩经历，中奖者表示十分意外，语气中仍有
些许不敢相信。

“周三我上晚班，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顺路到常去的
实体店里，照常打了5注机选号码，也没有追加。晚上开奖
以后，上网查了一下号码，发现有一注号码和开奖号码完全
一致，当时不敢相信，反复看了三遍，才确认自己真的中
了。当时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到现在脑子里还有点蒙，暂时
还没敢告诉家里人，怕他们一时接受不了，以后慢慢告诉他
们。”

谈及如何安排大奖奖金
时，他表示将用于改善家庭
生活条件，给家人更好的生
活。“我买了十几年了，也没
中过什么大奖，这次能够中
得大乐透一等奖，还是头一
次，感觉十分幸运。”

（张琨）

三秦快递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9 月
23日，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第十四
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的比赛继续进行，
六连败的河南女排终于在循环赛的最后
一轮横扫浙江女排，不仅迎来了本届全
运会的首场胜利，还以 1胜 6负积 3分的
成绩排名第七，而同获1胜的浙江女排仅
积2分排名跌至第八。久违的胜利之后，
朱婷与队友击掌相庆。

应该说，本场比赛是一场荣誉之战。
由于此前战绩欠佳，河南女排和浙江女排
的排名位居八支参赛球队的后两位。本
场比赛河南女排如果以3∶0或者3∶1击败
浙江女排，排名就可以上升一位，力压浙
江女排位列第七。反之，如果浙江女排能
拿到3分，还可以超越广东女排位居第六。

本场比赛朱婷依旧因伤没有登场，
在场边为队友加油助威。河南女排派出
主攻王益群、韩雯雅，副攻黄瑞蕾、毛钧
怡，接应蔡晓晴，二传张梓涵和自由人黄
文静；浙江女排首发是主攻李静、孙若

箐，副攻刘雨、杨妍钰，接应朱悦洲，二传
王娜和自由人汪慧敏。

到底是荣誉之战，首局双方就比分紧
咬一路战至23平，河南女排才凭借两个关
键球处理以25∶23险胜。第二局河南女排
延续胜势，一路领先并以 25∶20 再下一
城。第三局浙江女排攻守均有起色，一度
以14∶11、18∶15领先，但已经打出气势的
河南女排最终仍以25∶21拿下了第三局。

本轮比赛之后，第十四届全运会女
排成年组循环赛全部结束。天津女排和
江苏女排同为6胜1负，夺得19分的天津
女排在最后 1轮超越对手江苏女排登上
榜首，积 17分的江苏女排位居第二。获
得循环赛前 4名的天津女排、江苏女排、
辽宁女排和上海女排跻身 4强。排名第
三、第四位的辽宁女排和上海女排将通
过抽签决定半决赛对手。

山东女排、广东女排、河南女排和浙
江女排分获本届全运会的第五至第八
名。6

全运会女排循环赛结束

河南女排拿下首胜位列第七

由于有着惊人的运动天赋，谢智宇
的成长历程令人惊叹——2015年，他在
100米、200米、400米三个项目上达到
二级运动员标准；第二年，在400米项目
上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后，由此开始兼
项训练 400 米栏，用了 3年时间，他在
400 米栏上就达到了国际健将的标准
——这是我国运动员等级的最高级别。

不过，在惊叹谢智宇运动成绩快速
提高的同时，他的成长轨迹更加值得探
究。不同于绝大多数运动员早早进入
专业训练体系，谢智宇的成长一直在校
园内：中学时期他是郑州市回民中学的
一名体育特长生，通过高考，以高水平
运动员的身份进入北大，妥妥地是位

“学霸”。
由于国内的运动员注册体系不同，

为了实现自己的北大梦，谢智宇一直没

进入专业注册体系，直到上了大学之后，
才开始参加全国锦标赛这样的专业赛
事。在这期间，省田径中心一直给予他
高度关注，在生活、训练上提供足够的保
障和指导，和北大方面保持密切配合，最
终保证了这棵优秀的苗子得以顺利、茁
壮地成长，在全运会舞台上绚丽绽放。

随着中国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体
教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也是未来体
育人才的重要培养模式。从这个角度
看，谢智宇堪称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谈到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体教融
合”，谢智宇说：“还是不能把全部身心都
投入到训练当中。因为作为一个学生运
动员，要体教结合，我觉得还是要多学习，
重要的是肯学习，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内心里明白文化课的重要性，把精力
真正用到学习上去，而不是说就去上个

课，但是啥也没听那种。同时还要提升
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我高中时期的训
练和文化课学习基本上是五五开吧，在
训练的同时也确保文化课不被落下。”

现在的谢智宇是北大新闻传播专
业的大三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他也一
直在文化课和训练之间保持平衡：“学
校是学分制，平时训练是在下午，所以
在选课的时候我尽量选上午的课，这样
可以保证训练、功课两不误。”

21 岁的年龄在全运会夺冠，谢智
宇在田径场上的上升空间还很大，作为
北大的学生，未来的田径之路怎么走？
谢智宇表示：“太长远的我还没想好，但
我打算在本科之后读研，在毕业之前我
肯定还会坚持跑下去。从小开始训练，
这么多年下来，田径对我来说太重要
了。”6

虽然对成绩不是十分满意，但作为
夺冠大热门，在全运会这个国内竞技体
育最高水平的舞台上“兑现”了这枚金
牌，开心依然是必须的。“夺冠当然开
心，积攒了好几年的压力，现在终于释
放出来了，虽然我跑下来之后也没有大
声呐喊什么的，但心里那个包袱感觉是
没有了。”谢智宇说。

从2019年全国二青会以49秒96夺
冠开始，崭露头角的谢智宇就在跑道上
不断刷新着自己的最好成绩，本届全运
会资格赛，谢智宇跑出了“近十年国内最
佳”的49秒 40。来到全运赛场，谢智宇
也表现出不俗的状态，在9月22日上午
进行的男子400米栏预赛中，他以51秒
10的成绩排名第一晋级决赛并最终夺
冠。

其实，不仅是 400米栏，谢智宇在
400米项目上也具备很强的实力，是国
内目前为数不多的能同时兼项 400米

和 400米栏的选手。2019年的全国锦
标赛和全国二青会，他都是 400 米和
400米栏的“双料冠军”。本次全运会，
谢智宇也参加了之前进行的男子 400
米比赛，并在预赛中跑出个人赛季最好
成绩，最终在决赛中排名第八。

“相对于 400 米，还是 400 米栏的
把握更大，所以重点还是 400米栏，毕
竟第二天早上就是400米栏预赛，两项
比赛挨得太紧，得把体能调配好。能在
预赛中跑出个人赛季最佳，说明我状态
不错，也让自己在随后的400米栏上更
有信心。”21日晚的400米决赛之后，谢
智宇告诉记者。看来，400米赛事成了
为400米栏夺冠做准备的“战略热身”。

不仅能兼项 400米和 400米栏，还
能在两个项目中都取得不错的成绩，除
了拥有过人的运动天赋，还应归功于河
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的训练和备战
安排。据介绍，谢智宇的教练及队医戴

名辉，当运动员时就获得过 1993年全
运会 4×400米接力冠军，执教期带领
弟子获得过 2017 年全运会 400 米和
4×400米接力冠军并打破 400米全国
纪录。

在本届全运会的备战期，省田径中
心还特意安排谢智宇前往上海莘庄训
练基地，跟随著名教练、曾执教刘翔的
孙海平进行最后的训练。

“孙海平指导打磨我的栏上技术，
我觉得对我的提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的。过栏更加平稳，更加顺滑，栏间跑
更加游刃有余，我今天在 7个栏间跑了
13步，还是挺满意的。”谢智宇说。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记者问。
“其实我今天想，如果能打开 49秒

的话，我下一步肯定是参加明年的世锦
赛，能够穿上中国队的队服为国家出
战，但是今天这个结果还是差一点，明
年继续努力吧！”谢智宇回答。

希望身披国家队“战袍”

体教融合“融”出成功典范

9月23日晚，在全运会男子400米栏决赛中，我省运动员谢智宇（右二）获得冠军。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谢智宇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今日聚焦

河南女排迎来久违的胜利。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9 月 22日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项目比赛女
子团体决赛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8支队伍纷
纷亮相，体操健儿尽情发挥，惊艳瞬间尽显运动之
美。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运动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