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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作看完拳击赛! 田涛萌生了一个

强烈的愿望"""参加比赛# 很快! 机会来

了$

!""#

年!河南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在平

顶山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

余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 李冰也带队参赛!田涛名列其

中#

赛场上!头两场比赛!不出两个回合!

田涛就把来自驻马店%登封的对手轻松&拿

下'# 决赛中!田涛却遗憾地败给了来自省

队的选手! 但训练不到
!

年时间就夺得
&'

公斤级亚军! 这在当时的拳击圈也实属罕

见# 在李冰的举荐下!当年田涛被送入武汉

体育学院试训#

到院校深造!对农家孩子田涛来说!无

疑是个鲤鱼跳龙门的好机会! 田涛非常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虽然由业余队

转入专业队使田涛压力倍增! 但他把压力

变成了动力!挤时间苦练基本功#

苦归苦!田涛没有丝毫的抱怨!他的全面

技能得到了飞速提升# 没多久!田涛就代表

武汉体育学院参加在连云港举行的全国青

年拳击锦标赛# 意外的是!田涛在首场比赛

中就败下阵来!接着!他被退回了家乡((

输掉了比赛!深造的机会也没有了!田涛

当时的心情跌落至谷底#

&你本身素质很好!失败主要是因为求

胜心切!操之过急(('在田涛最失落的时

候!李冰鼓励他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短暂调整后!田涛再次回到李冰拳击训

练班# 经历了上次的挫折!田涛比以前成熟

了许多!训练也更加刻苦了((

&卧薪尝胆 '后 !田涛无论是速度 % 耐

力!还是战术组合!整体实力比以前有了进

一步提高#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

("")

年!周

口邀请安徽专业队举行拳击对抗赛!河南省

体育界有关领导%教练应邀观赛#赛场上!田

涛压抑已久的激情再次爆发!在与河南省队

专业选手对决中! 田涛以绝对优势战胜对

方# 赛后!从省城前来观战的教练找到了田

涛!破例把他调到了河南省拳击队#

田涛在省专业队集训了
*

年!尽管集训

很辛苦! 但他感受更多的是胜利带来的喜

悦#

(""&

年! 田涛参加在江苏徐州举行的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夺得
+,

公斤级第五名#

!""+

年! 田涛参加在新乡举行的河南

省八运会!轻松夺得
+%

公斤级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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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八运会在上海举行# 当年

-

月!拳击预备赛首先在安徽合肥打响#预备

赛第一轮比赛!田涛与来自辽宁的全国冠军

相逢# 狭路相逢!勇者胜$ 第一轮比赛!田涛

虽被打得眉弓开裂!缝了
+

针!但他忍着伤

痛继续参赛!直到赢了该轮比赛# &我一心只

想着赢对手!没有考虑伤口!也不知道疼# '

回想当年比赛的场景! 田涛至今仍深感畅

快#

决赛很快在上海打响# 河北的杨一%青

海的红星%江西的卢宗伟!都是当时全国老

牌冠军#强手面前!田涛冷静分析对手!扬长

避短!充分发挥自己动作快%速度快的优点!

一路过关斩将! 连胜
-

场! 取得了全运会

+-.&

公斤级第二名的好成绩# 为此!田涛荣

立了个人一等功#

由于田涛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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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被选拔

进入中国拳击集训队# 站在新的起点上!田

涛没有骄傲!而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迎接各

类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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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晚! 首届中国拳击

擂台挑战赛在宁夏银川铁路体育馆举行#比

赛首先进行的是
&!

公斤级的较量! 前卫队

员徐际战胜了安徽选手曹国亮#接着观众在

&'

公斤级这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 从裁判

口中听出浙江选手吴晓松占了上风#全场的

高潮出现在第三场
+-.&

公斤级的比赛中!

来自陕西的雷奇一上场便展开狂风骤雨般

的进攻! 双拳如雨点般落向河南选手田涛#

虽然雷奇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但他的

拳头大都落在田涛的手臂上和空气中#田涛

在相同速度的反击中!几拳结实地回敬在雷

奇面门上# 第一回合还没结束!雷奇便被田

涛一拳打翻在地# 裁判随即宣布)由于双方

实力相差悬殊!河南田涛获胜#赛场上!田涛

笑到了最后#

作为选手 征战全运会荣立个人一等功

作为教练 潜心培养出 !个全国冠军

!!!!!!

赛场如战场! 精彩激烈的背后有着不

为人知的残酷# 一次检查身体中!田涛被告

知患上了骨性关节炎# 后来他虽然到北京

做了手术! 但一跑步脚就肿! 训练极为困

难#

$%%$

年!根据组织安排!田涛被分配到

郑州体校担任教练# 虽然不能再上场比赛

了! 但田涛把对拳击的爱全部转移到培养

学员上!他坚持一日三练!并与学员同吃同

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过不懈努力!

田涛所培养的队员程岗! 一举夺得全国少

年拳击锦标赛冠军!

$%%+

年被特招入伍# 程

岗进入八一队后! 在
$%!!

年全国男子拳击

锦标赛上!获得了
&)

公斤级第三名# 同时!

田涛所培养的张猛%周围等
&

名学员!也分

别在全国少年拳击锦标赛% 全国青年拳击

锦标赛上夺得冠军# 今年!学员王乾宇在全

国少年锦标赛上取得第二名的成绩后!目

前已被招进国家少年集训队!到北京奥体中

心接受专业训练! 正在备战
$%!)

年在南京

举行的世界青年奥运会#

&训练队员要因人而异! 既要全面训练!

又要突出个人特点#作为教练!我不仅需要技

术!更需要用心!还要懂得坚守# '田涛说!

&有一次! 一位在福建办医院的朋友想拉我

合伙经营! 并希望我拉些队员做医院的保

安!同时给出了不菲的薪酬!但被我拒绝了# '

作为丈夫 携手冠军妻子比翼齐飞

!!!!!!

田涛为拳击付出了很多! 但他在拼搏

的过程中! 不但收获了事业! 还赢得了爱

情# 田涛的爱人郑华玲!毕业于郑大体院#

她
!""*

年进入河南省跆拳道队!

$%%%

年获

全国冠军赛冠军!

$%%)

年获全国锦标赛第

二名#

田涛是靠什么赢得郑华玲芳心的* 是

真诚和善良$ 郑华玲介绍!她和田涛认识的

第三天! 田涛偶然得知郑华玲的爷爷生病

了!他问清楚病情后!冒着大雪为老人四处

买药!然后寄回了郑家# &孝敬父母!善待家

人!这朋友肯定可以交# '田涛看似寻常的

举动!被郑华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在随后的交往中! 田涛的善良多次得

到印证#

$%%!

年!郑华玲备战全运会!春节

不能与湖北的家人团聚# 田涛得知后!毫不

犹豫地买了去湖北的车票! 替郑华玲回家

尽孝((

有情人终成眷属#

$%%+

年!田涛和郑华

玲喜结良缘!赢来祝福一片#

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两颗

心紧紧连在一起#

平时!田涛带学员参加比赛没有时间照

顾家!学员生病了田涛要像他们的父母一样

没日没夜地照顾((这些!郑华玲理解%支

持并毫无怨言# 田涛把妻子对自己的理解

和支持化为工作的动力# 自当教练以来!田

涛先后向省%国家队输送
!+

名拳击运动员!

并带出程岗%童林%张猛等
+

名全国冠军!他

本人也被评为国家一级教练# 而退役后在

河南省体校担任跆拳道教练的郑华玲!也是

巾帼不让须眉! 她所带队员获得
$%%+

年全

国少年锦标赛第一名%

$%%+

年世界青年节

团体赛第一名!在事业上郑华玲与田涛实现

了比翼齐飞#

对于运动员来讲!退役后的选择有很多

种!从商%从政%进演艺圈((田涛为啥坚守

拳击不转行* 田涛说)&那是因为我对拳击

的爱太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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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涛!男!

!"''

年出生!河南省商水县人!国

家一级教练"

!"")

年至
$%%$

年在河南省拳击队

训练!

!"""

年入选国家拳击队集训 !

$%%$

年退

役!后分配到郑州体校担任教练至今"

!""+

年!

田涛在河南省八运会上夺得
+%

公斤级金牌 "

!""'

年!在全国八运会上夺得
+-.&

公斤级亚军!

为此荣立个人一等功" 当教练以来!田涛先后向

省# 国家队输送
!+

名运动员! 并带出程岗#童

林#张猛等
+

名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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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 早在古希腊

和罗马时代!就有许多有关拳击的生动记载# 同

样! 世界拳击史上也出现过许多让人耳熟能详

的强者!像登普西%利斯顿%乔+路易斯%施梅林%

阿里%福尔曼%刘易斯%泰森!等等# 事实上!这些

拳台的强者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更多的是他们那种不畏强手的精神和永不言败

的斗志# 对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市拳击选手田涛

而言! 这种精神和斗志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和骨

子里# 为感受&永不放弃%永不气馁%永不低头'

的体育精神! 记者日前赶赴郑州对田涛作了专

访#

作为儿子
誓苦练拳击
为父母争光

!!!!!!

田涛! 这位出生于商水县老城区农村

的小伙子!小时就表现出较好地运动天赋#

他在当地向阳小学读书时! 第一次代表学

校参加县里举行的运动会! 就在百米赛跑

比赛中夺得全县第二#

学习之余!看武侠小说%看李连杰主演

的电影%看有关霍元甲故事的电影!逐渐成

为田涛最大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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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暑假!带着对武术的梦想和追

求!田涛加入了该县的李冰拳击训练班#从

此!早上起床%晚上放学后!田涛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练习拳击#田涛的动作快%协调性

好!加上刻苦%好学!深受教练李冰的赏识#

在李冰的悉心指导下!田涛进步神速#练习

拳击仅一个星期! 在与已经练了几个月的

拳手对决中!田涛竟
01

了对手!这让李冰

都很吃惊#

!""$

年
"

月! 河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在

焦作举行! 李冰带着训练班里的老队员参

赛#听说有拳击比赛可看!田涛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他向父亲要了
!%%

元钱!毅然决

然地坐上了去焦作的汽车#

&练拳击!不仅仅是有意思%好玩儿!还

能得金牌受表彰!为父母争光$ '在焦作观

看比赛后!田涛暗暗发誓!要用拳击为辛苦

养育自己的父母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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