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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上海的男子
!!"

米跨栏名将刘翔$ 日前在
香港第

#

届东亚运动会预赛时$上身穿的紧身
衣纠缠在一起拉不下去$一名女志愿者上去帮
忙$此举红遍大陆网路$一穿成名%

综合媒体报导$ 刘翔在
!!

日预赛前在跑
道上更换上衣时$因为背心太紧$穿到一半拉
不下来$求助身旁的女性志工帮忙$刘翔站着
让女志工帮助自己拉下缠在后背的衣服%

! 刘翔"&! 美女"&! 穿衣" 这些词马上变成
大陆网路上的热门关键字$ 网友很快就查出

! 翔女郎"是
!$

岁的中学生黄琪瑛$大量发送
黄琪瑛为刘翔穿衣服的连续照片$大作文章%

在网友加油添醋下$一个! 看图说故事"的
版本说$! 刘翔是天王巨星$能够近距离观看这
样的巨星$黄琪瑛自然也是非常激动$虽然碍

于自己当时的角色$ 无法和偶像签名&

合影留念$但是黄琪瑛还是无法掩饰自
己的兴奋$紧盯着刘翔面露微笑"%

! 虽然当时刘翔裸露上半身$ 但是
黄琪瑛丝毫没有感觉到尴尬%但
是美女黄琪瑛的神态很快发生

变化$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偶
像竟然遭遇到一个意想不

到的困难%由于刘翔比
赛穿的是紧身

衣 $所以
套 在 身

上之后衣服纠缠在一起拉不下去% 黄琪瑛的脸
色变得凝重$而这个时候刘翔也是将目光投向
了黄琪瑛$两人双目对接$黄琪瑛眼中满含柔
情"%

! 她轻轻地绕到刘翔的身后$ 帮助飞人扯
开纠缠在一起的战袍% 而这个时候的刘翔$也
缺少几分霸气$增加几点温顺$乖乖地让黄琪
瑛帮助自己扯开后背的战袍% 虽然同伴看到这
一幕都是忍俊不禁$但是黄琪瑛还是有条不紊
地帮助刘翔解决一个大问题% 当然刘翔还是用
成绩回报黄琪瑛的帮助$ 他在预赛中轻松晋
级"%

根据网友搜索发现$ 黄琪瑛英文名
%&''(

$

今年
!$

岁$目前就读于香港嘉诺撒书院中学
)

年级$黄琪瑛平日里非常喜欢做志愿者$是联
校义工协会的成员% 她不仅温柔体贴$而且数
学成绩非常棒$曾在香港青少年数学精英选拔
赛中获过奖%

不过$ 有网友调侃说$! 刘翔这么大人了$

怎么连件比赛服都不会穿' "但是黄琪瑛的经
历还是让很多网友羡慕不已$认为能近距离接
触偶像$协助他换上比赛战袍是一种幸运% 网
友说$! 就算我是男的$也会羡慕她能与国宝如
此近距离地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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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比赛! 猛女"大有人在! ! ! !

其实$像波福莱特这样的! 猛女"还有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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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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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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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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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高中女
子篮球队员凯拉#阿里雷在参加完一场地区
比赛后$在回家的大巴上突然感到小腹剧痛%

在母亲和男友的陪伴下$ 来到医院后的阿里
雷很快产下近

)

斤的儿子$ 事后阿里雷表示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 与大多数女运动员
一样$她对于月经不准已经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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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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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世界沙排巡回赛阿联酋迪
拜站的比赛中$来自美国的两届奥运会金牌
得主克里#沃尔什与布兰格携手夺得冠军$

这也是她职业生涯中夺得的第
+,

枚沙排比
赛的金牌$成为历史上夺冠最多的沙排女选
手% 而事后一年$沃尔什首次对外透露$她是
在已有八周身孕的情况下夺冠的%

! 在迪拜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怀孕差不
多八周了% "当记者问她在参赛时是否知道
怀孕$已经

+"

岁的沃尔什表示$! 我当然知
道了$这真是一个惊喜% "谈到在比赛中的
感觉$沃尔什表示$感觉自己的体力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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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已经退役的比利时
网球名将克里斯特尔斯在卢森堡冠军赛再
次拿起了球拍$ 不过此时小克的身材却明
显发福$尤其是小腹异常凸起$原来小克怀
孕已有近

)

个月(无独有偶的是$美国网球
名将达文波特也在产后两周就恢复了训
练$当她后来在北京听到中国记者关于! 坐
月子"的描述时$达文波特用狂笑和满脸的

不解作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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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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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举行的都灵冬奥会上$女子
俯式冰橇前世界冠军& 德国选手萨托尔尽
管未能获得金牌$ 却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尊
敬% 因为她在得知自己已怀孕三个月的情
况下$ 依然参加危险系数不低的俯式雪橇
比赛$取得了第

.

名$而她的教练和德国代
表团是在赛后才知道她怀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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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排球迷都会记得当年有! 加
勒比黑珍珠"之称的古巴排球名将路易斯$

!-,)

年她在怀孕六个月的情况下与中国女
排隔网鏖战% 对此$后来她坦率地表示)! 真
的不知道怀孕% 因为一直在练腹肌$还以为
是腹肌练得更结实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

在产后三天她就重返赛场$ 她表示只要身
体正常怀孕不会影响打球% 如今路易斯的
女儿已是一位漂亮的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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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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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苏举办的十运会上$ 在赛
艇预赛结束后$一名女运动员接受了兴奋剂
检查$可当北京的实验室将检查结果传真至
南京的兴奋剂检查部后$附带的告知令人大
吃一惊$这名运动员已怀孕%

!"#$

帮刘翔穿背心幸运儿网上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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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究女人怀孕时少运动多休息$可很多外国人却
正相反$怀孕期间也可以疯狂运动$与郎平同时代的古巴女
排著名主攻手路易斯就曾身怀六甲与中国女排隔网鏖战% 不
过$日前几家英国媒体爆出了更雷人的新闻$智利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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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在训练时产下男婴$而她对怀孕竟浑然不
觉(

这位名叫伊丽莎白#波福莱特的运动员曾代表智利参
加过北京奥运会女子举重

$#

公斤级的比赛$获得第
!*

名%

最近一段时间$她一直住在巴西圣保罗$在当地一家体育馆
进行训练% 日前她在训练中举起杠铃时$ 突然感到身体不
适% 医生赶到后惊奇地发现$波福莱特已经怀孕

)

个月% 随
后她被送往当地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埃里克#何塞%

这件事让智利资深举重教练霍拉西奥#雷斯感到非常
惊讶$他说)!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一周前$我曾以评委的
身份出席智利的一场比赛$当时伊丽莎白还参赛了% 我根本
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 而且她还赢得了冠军% 我能看到的
是$伊丽莎白是一个很强壮&很高大的女孩% "事实上$感到
意外的不只是霍拉西奥$还有波福莱特本人% 她在接受巴西
当地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用! 震惊"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她
说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一周前的训练时我确实感到不
太舒服$但我的月经还有$我根本没有想到( "

医生解释说$根据推算波福莱特已经怀孕
)

个月% 因为
高强度的训练以及不寻常的饮食$ 致使她的月经一直不规
律$所以她从未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而近几个月$波福莱特
正在为增加体重努力$她的体重也如愿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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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医生
表示$体重的增加$可能有怀孕的因素%

据悉$波福莱特的儿子早产
+

个月$生下来时体重只有
*/+

斤$身高仅为
+,

厘米% 目前$该男婴尚未度过危险期$还
留在保婴箱内接受特别观察% 不过$这期间波福莱特却向巴
西当地媒体透露了意外的消息$! 我必须要离开医院了$因
为没有足够的钱负担我和孩子的后续医疗费用% "而医院方
面表示$他们并不会因为波福莱特没有支付费用$而将她逐
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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