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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竞技体育中，伤病
预防、伤痛治疗和康复治疗对
训练成效影响极大，医务保障
能力和水平已成为影响运动员
成绩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运
动防护师起到的预防作用被认
为大大降低了运动员的伤病概
率。对于防护师的人才培养，
已引起国内体育界的高度重
视。

目前二沙的防护师团队大
体分为两类：一是外聘的防护
团队，以及该团队培养的13名
运动防护师；二是广东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的体育健康学院派
遣进驻二沙的科研保障团队。

据介绍，运动防护师是一
个新兴职业，具体指从事运动

损伤和运动疾病预防、评估、急
救、治疗、康复的专业人员。这
个新兴职业已被正式纳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目前，二沙的运动防护师
队伍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部
分来自于国内体育院校运动康
复专业。此外，二沙在内部加
大培训力度，设立防护师培训
班，进行预防、评估、治疗、康
复、体能等七大板块的理论学
习与实践，学满 600 学时并考
试合格的学员将获得二沙运动
防护师资格证。“除了学习欧美
先进的防护知识外，我们在培
训时也会加入刮痧、拔火罐等
中医知识，我们对防护师的考
核标准非常高，一年两次的考

试通过率仅为 20%，竞争非常
激烈。”方健辉向羊城晚报记者
介绍道。

运动防护师的加入也让队
医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为运
动员进行更好的治疗，并帮助
他们进行体能训练。魏东凌
说：“以前我在举重队工作时，
只有一个助手，只能给运动员
做消除症状一件事。现在我有
六个助手，除了训练前后的治
疗外，还能帮运动员练不同的
体能，伤病体能、纯体能等，完
全不一样了。”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
育健康学院院长付德荣和书记
肖明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道，

“我们每年都有十几名实习生
前往二沙等运动队实习，提供
医务保障服务，学生们发挥在
我院康复保健和运动防护的学
科优势，全力保障运动员的康
复工作，获得教练员和运动员
的一致好评的同时，我们培养
的运动保健人才也有好的输出
方向，算是一举两得，这种合作
方式在未来也将成为常态。”

作为国内首个开设运动防
护专业的高等职业院校，广东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多名运动防
护教师早年都曾以运动队助教
等身份在二沙跟随国外专家学
习，在借鉴欧美运动防护知识
的基础上，开发运动人体科学
基础、运动伤病防护、体能训练
和中医传统疗法等课程，为各
运动队输送了大批的医疗保障
人才。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该
校有10余名学生前往陕西，为
广东体育军团提供医疗保障服
务，其中2018级的陈嘉杰同学
自 2020 年 7月开始，便一直负
责汤慕涵的保障工作，为游泳

队的奥运备战作出了贡献。汤
慕涵与队友获得东京奥运会女
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并打破世界纪录。在游泳队高
原外训期间，陈嘉杰配合教练
的训练计划，每次大负荷、高强
度课后都帮忙进行血乳酸检
测，监控运动员的训练数据，全
力配合团队的体能恢复。“简单
来说，平时跟队，辅助队员热
身，特别是肩部肌肉的激活，记
录队员训练情况，计划游的成
绩和强度，记录队员身体血乳
酸情况，把血乳酸数据信息和
时间记录等反映给教练，训练
完后拉伸恢复，晚上进行相关
理疗和手法放松”，陈嘉杰对羊
城晚报记者说道。

经过多年的经营，广东体
育在医疗康复保障人才梯队建
设上成绩显著，但方健辉很
清楚，广东体育的医疗保障
与欧美医疗保障水平仍存在
差距，“最近十多年，国内关
节等手术水平突飞猛进，但
运动防护和康复却是发展迟
缓。像之前易建联的跟腱断
裂可以在国内做手术，但术
后的康复还得去美国。”方健
辉略显无奈地表示，“目前欧
美在运动防护师上已逐渐产
业化，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举
办防护师比赛，美国派来两
名实习生参赛，在决赛中战
胜我们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按
摩员获得第一名，而且他们
防护箱里的胶布是针对各个
部位，防护装备已细化到极
致，让我们看到了防护水平
的巨大差距”。方健辉透露，
广东已成立广东运动防护协
会，希望通过整合各方力量，
进一步推动广东运动医疗保
障水平的全面提升。

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
是技战术的对决，更是一项
综 合、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 ，训
练、科研和医疗环环相扣，缺
一不可。

“十几年前，我当时是广东
省举重队的队医。为了比赛，
曾经一天给 9 人打了 14 针。”
现任二沙广东体育医院运动医
学副主任医师、广东跳水队医
疗 组 负 责 人 魏 东 凌 提 到 的

“针”，是外界经常听到的“封
闭针”和“营养针”，能够对局
部疼痛和炎症起到快速止痛、
消炎的效果。低廉、高效的封
闭针曾是无数运动员、教练、
队医在成绩面前的优先选择，
但如今，魏东凌强调说：“我一
年可能一针都打不上。”

终结那个“粗放”时代的不
仅是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还
有理念的转变。对缠绕在竞技
体育中的伤痛，广东体育界已
逐渐将重点从治疗前移到预
防，尽可能地将伤病扼杀在萌
芽阶段。

物理测试是二沙每个季度
都要实行伤病筛查的主要手
段，通过单腿下蹲、手臂外旋
等测试，评判运动员的薄弱环
节。例如，在斜板测试中，单
腿下蹲60度至 90度如果出现
疼痛，运动员可自行拉伸进行
缓解；小于60度出现疼痛则需
要医生介入治疗。“我们较早
地介入，让运动员受伤的概率
大大降低。再比如，膝关节出
现疼痛后发病率超过 40%，但
在提前干预后，发病率降低至
20%以下。”二沙医务处处长
方健辉说道。

二沙广东体育医院运动医
学副主任医师、广东省田径队
主管队医李国新在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队医
基本都是一肩挑，队内一有问
题就要四处“灭火”。如今医
疗保障团队分工更为细化和专
业，体能、防护、康复都有专人
负责，欧美体育先进的理念也
越来越被教练员所接受。“在
运动队，教练是主导，队医是
辅助，若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
到位，那肯定是身体出状况
了，教练会第一时间与我们沟
通，我们会通过肌贴、按摩、拉
伸等手段介入干预，帮助运动
员恢复运动机能。我们也会
全程跟进运动员的训练，尤其
关注有伤病的运动员的恢复
情况。现在队内有了运动防
护师，他们既懂训练，又懂防
护和治疗，无形之中成为队医
和教练之间的桥梁，这相当于
在伤病之前加多了一道保护
屏障。”

李国新表示，每一个运动
项目都有高发的伤病，“所以
我们要提早筛查、提早介入。
像苏炳添的男子 100 米跑项
目，最高发的伤病是肌肉拉
伤，一旦拉伤就是致命的，起
码要恢复一两个月。运动员
要应对这种高频率、高强度的
训练和比赛，哪怕身体有一点
点不舒服，都不足以支撑。”李
国新认为，预防伤病发生在医
疗保障康复中已占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现在更加注重提
前预防，比如运动员哪个地方
薄弱，那我们就要加强这个环
节的稳定性，只要整体运动链
稳定了，就大大降低了伤病发
生的可能性。其实就是通过筛
查去发现弱点，进而补强，达
到预防的效果”。这就好比木
桶效应，身体伤病的短板限制
了运动员综合实力的稳定和提
升。

“举重运动员最容易受伤
的是关节部位，要训练队员的
核心力量，才能起到保护作
用，防止伤病出现。”毕业于广
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健康
学院的周楚峰是一名年轻的运
动防护师，目前负责广东省举
重队运动防护工作。平板支撑
是周楚峰锻炼队员核心力量的
基础手段，虽然只要求运动员
做两分钟，但和普通健身爱好
者相比，周楚峰对动作要求更

细、更高。在东京奥运会和陕
西全运会，周楚峰全程负责广
东举重运动员的防护工作。

“在比赛前一晚，我会给运动
员做推拿、按摩，赛前一个小
时则要记录运动员的身体相关
数据。上场之前，要带他们做
热身动作，激活运动员的肌
群，将状态调整至最佳。”周楚
峰介绍说：“举重比赛运动员
上场前，教练员经常会用力搓
运动员的脸部，拍打运动员的
背部、臀部等肌肉，就是要唤
醒他们的肌肉神经。”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
练中心（以下简称“二沙”）

每年都会为运动员举行一次
体检，同时每次省内集训都要进

行例行体检，重点利用超声做伤病筛
查，查看每位运动员心脏和关节存在的

潜在风险。早预防、早介入、早治疗，已成
为二沙对待运动员伤病的常态，其背后则是
医疗保障团队、运动员、教练员们理念的
大转变：对于伤病，从以前的重视伤后
治疗康复到如今重视受伤前的防
范和保护。换句话说，如今二
沙医疗保障团队正努力做到
把伤病扼杀在发生之前。

终结“粗放时代”，

训科医结合，
科学防护是最好的治疗

从重视治疗到重视防护

陈嘉杰（左）与汤慕涵

广东百米运动员梁小静（右）与队医

广东田径医务团队防护师为运动员按摩

谢思埸（右）在康复治疗师指导下进行踝关节力量训练

防护师注入新力量，人才培养双管齐下

西甲豪门巴塞罗那的新主
帅哈维昨晚参加球迷见面会和
新闻发布会，他放出豪言：“巴
萨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我们不
能接受失败甚至是平局。巴萨
不仅要赢，还要赢得漂亮！”

战术要踢出漂亮足球

巴萨本赛季战绩很糟糕，在
欧冠以两个0比 3惨败开局，最
近两轮以两个 1 比 0 险胜基辅
迪纳摩，才稍稍恢复了元气。在
西甲，巴萨仅取得4胜5平3负，
暂列积分榜第九。上周末，巴萨
在西甲客场一度以 3 比 0 领先
塞尔塔，但最终被逼成3比3。

哈维并不讳言球队的现状：
“我知道巴萨目前处在俱乐部历
史上一个困难时刻，无论经济还
是竞技角度都是如此，我们应该
把分歧放在一边，团结在一起向
前走。巴萨仍是一支有实力也
有天赋的球队，我会试着把我的
经验传授给球员们，我们一起去
赢得大赛冠军。”

对于自己执教巴萨的战术风
格，哈维表示：“我知道球队首先
要有一个好的战绩，不过我们会
试着通过踢出漂亮足球来实现这
一点。我们要做一支有灵魂的球
队，在场上要有侵略性，时刻给对
手保持压力，控制住球权。”

巴萨这几年在转会市场多
次被坑，引进库蒂尼奥、登贝莱、
格列兹曼的转会费加起来约为4
亿欧元，但没有一个人成器。哈
维对改造“玻璃人”登贝莱特别有
信心：“对我来说，登贝莱是很好
执教的，他具备成为他这个位置
最好球员的潜力，他有惊人的能
力，但是需要在球队感觉到舒
适。这取决于他，取决于他的心
态，所以他的续约是当务之急。”

为了巴萨拒绝巴西队

哈维还谈到自己原本有执
教巴西国家队的机会，他说：“是
的，我收到过邀请，请我先去做
巴西主帅蒂特的助手，然后明年
世界杯后正式成为巴西主帅，但
我的愿望是回巴萨工作。”

在巴萨，哈维将会执教巴西
国脚库蒂尼奥。虽然库蒂尼奥
本赛季状态很糟糕，被巴萨前主
帅科曼和临时主帅塞尔吉打入

“冷宫”，但还是入选巴西参加
世界杯预选赛的阵容。哈维上
任为库蒂尼奥带来希望，这名巴
西中场球星表示：“我知道哈维
是一个很棒的人，我相信他会在
巴萨做得很好。我希望他能在
我们的团队中取得成功。”

哈维今天迎来执教巴萨的
第一堂训练课，可惜一线队能够
参加训练的仅剩3名球员，分别
是前锋卢克·德容、中场普吉和
中卫乌姆蒂蒂。巴萨目前伤兵
满营，因伤缺席的 11 名球员刚
好够一个首发阵容，分别是皮
克、法蒂、佩德里、登贝莱、布雷
斯维特、阿圭罗、尼科、加西亚、
罗贝托、德斯特以及门将内托。
巴萨还有10名球员入选国家队
参加世预赛，分别是：布斯克
茨、德佩、特尔施特根、阿尔巴、
阿劳霍、朗格莱、加维、德容、库
蒂尼奥、德米尔。

哈维执教巴萨的首秀是巴
塞罗那同城德比，11月 21 日在
西甲第 14 轮主场迎战西班牙
人。哈维表示：“我知道可以参
加训练的球员很少，队内有不少
伤号，另外有人要去国家队踢比
赛，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备战和西
班牙人这场比赛的整个计划。”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柴
智报道：中国男足在顺利抵达沙
迦后，北京时间今晨完成一日两
练，包括武磊在内的 27 名球员
全部参加了首次室外合练。

武磊于沙迦当地时间11月
8日凌晨 2时与球队会合，在接
受采访时首先对未能在主场作
战表示惋惜，“原本以为接下来
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
强赛可以在主场进行，能有球迷
为我们助威，那会给我们带来帮
助，特别是营造主场氛围，还是
有些遗憾吧。但既然我们再次
来到沙迦，就要把所有的想法和
心思都放在两场比赛上，尽全力
完成我们的目标，而且沙迦也算
是我的福地！”

对于沙迦的气温，武磊认为
现在沙迦的气温完全不像酷暑，

“晚上打比赛还很舒服”。国脚
们此前在国内一直处于隔离状
态，武磊表示与队友一直都有沟
通和交流，“前一段时间大家压
力都非常大，他们隔离的时间太
长了，一直处于同样的环境中，
我能理解他们，但前几天去到上

海后大家都有很好的调整，抵达
沙迦后心态恢复得都不错”。

对于国足目前在小组中的
积分形势和即将遭遇的两个对
手阿曼队和澳大利亚队，武磊从
容地说：“现在积分形势不是我
们关注的重点，不管对手是谁，
我们都要尽全力去面对。其实
踢球踢了这么多年，无论外界
的舆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们都能够理解。对于球队内
部而言，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
了。在困难时期还是要对自己
有信心，目前能做的就是在 12
强赛余下比赛中努力争取进
球，争取胜利。”

据悉，在国足未来两个主场
比赛改为在沙迦进行后，中国足
协已正式向国际足联和亚足联
提出申请，希望两场比赛向球迷
开放 50%的座席，也就是 6000
人，目前国际足联已同意中国足
协的提议。为吸引更多的球迷
来到现场为国足助威，国足与阿
曼队一战门票票价拟定为50迪
拉姆（阿联酋当地货币，相当于
人民币 87 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
报道：2021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
自行车联赛第二站比赛日前在
肇庆结束。本站比赛在肇庆新
区体育中心举行，办赛地点紧邻
鼎湖山国家 5A级景区，数百名
参加者在比赛之余还能饱览当
地的美丽风光。

东京奥运会女子4×100米
接力第六、2021 年全运会女子
4×100 米接力冠军梁小静和
2021年全运会男子4×100米接
力冠军、东京奥运会男子 4×
100 接力队员严海滨作为嘉宾
出席了开幕式。

本站比赛为单圈长5.4公里
的直路往返赛道，男子公路精英组
进行8圈43.2公里的较量，男子公
路大众组比赛为7圈37.8公里，而
女子公路组为6圈32.4公里。

美利达-诺飞客中国车队

在肇庆站开启今年粤港澳大湾
区青年自行车联赛的征程，队内
拥有多名冲刺手，巫帛宏、徐兆
亮均有夺冠实力；另一支劲旅
iGPSORT-瑞豹车队，队员侯栋
乙今年在环青海湖比赛中赢得
西宁绕圈赛冠军。最终，巫帛宏
击败侯栋乙在男子精英组称王，
黄胜安夺得男子公开赛的冠军，
女子组的桂冠则由前中国香港
队成员孟昭娟取得。

承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自
行车联赛，肇庆打造了“骑行+
旅游+交流”模式的典范。今年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自行车联赛
得到粤海置地、中国电信、华润
怡宝等各方大力支持。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自
行车联赛共设五个分站，结束了
东莞、肇庆站之后，下一站比赛
将移师恩平市。

国足沙迦“主场”向球迷半开放

武磊：争取进球，争取胜利

西甲焦点

巴萨新帅正式升帐
哈维既要战绩又要漂亮足球

2021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自行车联赛第二站举行

肇庆打造“骑行+旅游”模式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