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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上周末开赛的第二届北京
市业余排球联赛，是海外版排球队
首次“冲出大院，走向北京”。不
过，就像国足第一次冲出亚洲、参
加世界杯的遭遇，技不如人的我们
一上来就速战速败，碰上“开门
黑”。

输掉比赛固然令人不爽，可身
旁的队员们却一个个乐开了花。好
像实力差距越大，得到一分的兴奋
感就格外高。而专业级别的场地和
奥运级别的用球，更是让我们这些
业余排球爱好者开了眼界。

据说，这次北京市业余排球联
赛，一共有 30 支球队的 500 多名选
手报名参赛，比第一届比赛增加了
不少。我们所参加的快乐组比赛，
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既有高校学
子，也有国家部委的工作人员，还
有企事业单位的排球爱好者。别看
是业余选手，水平可一点都不低，
无论是接球、传球，还是救球、扣
杀，都很见功底。面对强手，我们
的三脚猫功夫，很快露了馅。

一年比一年精彩的排球比赛，
是全国“体育热”的缩影。去年一
年，全国各地举办了 130 多场马拉松
比赛，平均不到3天就有一场；绿茵场
上奔跑的少年越来越多，“十三五”期
间，每万人拥有 0.5—0.7 块足球场的
目标有望实现；跳广场舞的群体不断
扩大，广场舞音乐俨然成了流行音乐
的风向标……

体育为什么让人趋之若鹜？除了强身健体
外，体育精神的力量或许更令人神往。更快、更
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不仅体现在奥运会上，
更渗透在群众体育的每一个瞬间。

尽管实力不强，但我们这支排球队是参赛球
队中平均年龄最大的：既有“85 后”也有“50
后”，有年龄最大的参赛者，也有体重最重的参赛
者。但在排球场上，无论男女、长幼，一切都要
靠球技说话、靠团队作战，磨合的时间越久，彼
此间的合作就越默契，友谊就愈发深厚。在业余
排球赛的赛场上，很多人都与我们一样，收获了
同样的快乐与笑容。

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动画 《排球女将》 里有
两句台词让人印象深刻：“不明白的事情、办不到
的事情，就要拼命去钻去干。”“自暴自弃就是彻
底的失败”。输了比赛后，
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
平时训练时，好像每个人
都练得更起劲儿了。喝腻
了索然无味的心灵鸡汤，
这碗排球鸡汤，着实温暖
人心、催人奋进。

张掖户外运动挑战赛落幕

本报电（言川） 为期两天的2016中国·张掖祁连山国际超百
公里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日前落幕，共有来自俄罗斯、法国、
马来西亚、新西兰、摩尔多瓦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的603名运
动员参赛。比赛由中国登山协会、甘肃省体育局、张掖市政府
主办，张掖市体育局、北京远征探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
办。比赛路线围绕张掖特有的丹霞、湿地、草原、雪山、森林
等地型地貌设计。

经过激烈比拼，中国的贾俄仁加与林兰霞分别夺得50公里组
的男、女冠军。中国越野跑名将运艳桥以9小时49分勇夺男子组
100公里冠军，向付召以12小时53分摘得女子100公里组桂冠。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玉山开幕

本报电（范娅） 2016年斯诺克世界公开赛7月24日在江西
省上饶市玉山县开幕。此次赛事吸引了包含丁俊晖、塞尔比、
特鲁姆普等世界顶尖选手参赛。

比赛将从25日持续到31日。本次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小
球运动管理中心、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中国台球协会和江西
省体育局、上饶市人民政府主办，上饶市体育局、玉山县人民
政府和江西星牌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7月22日，青少年在阳光体育大会体育主题公园参与趣味田径项目。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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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里约奥运会中国军团成立，中国游泳队的名单
终于浮出水面，虽然有孙杨、叶诗文、宁泽涛、陆滢等
名将压阵，但中国游泳的里约前景依然不容乐观。美
国、澳大利亚拥有集团优势，欧洲诸国则频现天才选
手。对于中国游泳来说，现实选择是力争在优势项目保
住夺金点，在其他项目冲击奖牌。只有大部分选手发挥
正常，中国游泳队才可能在奖牌榜上保住前三名。

男子项目冠军压阵

作为中国游泳的旗帜性人物，伦敦奥运会双料冠军
孙杨将在里约奥运会上出战200米、400米和1500米自由
泳。目前，他的200米成绩位列世界排名第一，400米排
名第二。

从孙杨的备战情况看，今年初，他在澳大利亚训练
时脚趾骨折，导致其在 6月前多以训练为主，并未参加
大型比赛。6月的美国大奖赛上，他只进行了200米 （预
赛、决赛） 和 400 米 （只游了预赛） 两个项目的 3 场比
赛，成绩不错。对于孙杨来说，年岁渐长的他如何在比
赛中分配好体力，同时利用好丰富的大赛经验，极为关
键。

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和去年喀山世锦赛上横空出世
的宁泽涛，进入奥运名单的历程略显坎坷。本届里约奥
运会游泳单项，他将参加50米和100米自由泳角逐。

目前，男子 100 米自由泳世界排行榜上，宁泽涛尾
随澳大利亚的麦克沃伊和美国的阿德瑞安，和意大利的
卢卡并列第三。不过，今年有 5位选手游入“47秒俱乐
部”。可以预料的是，男子100米“飞鱼大战”中，宁泽
涛要面对的对手会更多。

从备战情况看，宁泽涛自从 4 月初全国冠军赛因病
缺席后，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其备战主要依靠在
澳大利亚训练。此前，因私接广告，他和国家体育总局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产生矛盾，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他的备战。不过，比赛能力超强、善于制造惊喜的宁
泽涛属于“大赛型选手”。只要能够进入决赛，他就有机
会站上领奖台。

其他项目上，汪顺的男子 200 米混合泳、李朱濠的
男子100米蝶泳、徐嘉余的男子100米和200米仰泳也均
具备夺牌实力。

女子项目有望突破

做为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200米混合泳冠军，叶
诗文近年来状态不佳。2015年折戟喀山世锦赛后，在此
前的佛山全国冠军赛上，叶诗文以2分12秒02夺得女子

200 米混合泳金牌，这比她在伦敦奥运会上的夺冠成绩
（2分07秒57） 慢了4秒多。

目前来看，该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匈牙利选手霍
苏，成绩达2分07秒69。此外，英国、俄罗斯等国多名
选手都已进入“2分 10秒”大门。日本女子泳坛也涌现
出今井月这样的新人，成绩曾达到2分10秒76。可以预
计，叶诗文的里约卫冕之路将充满坎坷。

此外，女队多个项目具备争金夺银实力。女子100米
混合泳接力是有望冲金的项目。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
力、沈铎和艾衍含出战的女子 200米自由泳、张雨涵和曹
玥的女子 400 米自由泳、史靖琳的女子 100 米和 200 米蛙
泳、陈欣怡和陆滢的女子 100米蝶泳、张雨霏和周翌霖的
女子200米蝶泳、傅园慧的100米仰泳都有机会争取奖牌。

多国对抗竞争升级

美国无疑仍将是泳坛霸主。“飞鱼”菲尔普斯、“女
战神”莱德茨基领衔的美国队中，既有罗切特、阿德里
安、富兰克林等名将，又有新晋蛙女莉莉·金和仰泳好手
瑞恩·默菲这样的新星。目前，美国选手在 17个项目中
位居世界前三，6个项目名列世界第一。

不过，澳大利亚近年来正强势崛起，向美国发出挑
战。麦克沃伊在男子 100 米自由泳中名列世界榜首，是

宁泽涛的最大对手。霍顿的 400 米自由泳成绩目前世界
第一，3 分 41 秒 65 的成绩甩开排名第二的孙杨近 2 秒。
坎贝尔姐妹联手统治了短距离自由泳项目。西博姆有望
包揽女子两项仰泳金牌。目前，澳大利亚选手在14个项
目拿到世界前三，8个项目占据世界第一。

欧洲则依靠天才选手打天下。英国选手盖伊的男子
200米自由泳、皮蒂的男子100米蛙泳，匈牙利选手霍苏
的女子短距离混合泳、切赫的男子 200 米蝶泳等，很多
都占据目前世界第一的位置，他们非常有机会从美澳选
手中抢夺金牌。

可以预料，相比 4 年前，今年里约奥运会的泳坛争
夺将更为激烈。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法国、匈牙
利、瑞典等，各个队都有自己的看家项目。在这样的形
势下，中国游泳队想要保住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取得的
5金2银3铜的成绩，除了寄希望于孙杨、宁泽涛这样的
领军人物发挥出应有实力外，还需要其他选手放平心
态 、 力 拼 对
手 。 如 果 再
加 上 一 点 运
气 ， 中 国 队
或 将 在 奖 牌
数 量 上 有 所
突破。

7月22日至25日，2016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在陕西省渭
南 市 举 行 。 来 自 全 国 35 个 省 （区 、
市） 的孩子，参加了五人制足球、三对
三篮球等6个项目的比赛。在这个属于
热爱体育的青少年的节日里，孩子们展
现出朝气蓬勃的面貌和团结协作的精
神。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快乐
成长。

镜头一
踢毽子让孩子放松身心

23 日下午进行的踢毽子比赛决赛
中，一个小伙格外显眼。他身材高而
瘦，脸上汗水淋漓，踢毽时眼神专注，
身手敏捷，不时和队友相互鼓劲。他是
今年踢毽冠军队辽宁队的队长龚世航，
17岁的他是第二次参加阳光体育大会。
谈到获胜秘诀时他说，“感觉自己长大
了，成长了，不仅技术进步了，心态也
变得更加淡定从容。”

龚世航自幼喜欢踢毽，上初中后便
加入了学校的俱乐部，开始接受专门训
练。他说，踢毽最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团
队合作的魅力，他和同伴甚至比赛对手
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这次比赛中，
龚世航不仅和本队队员团结一心默契配
合，还与吉林队、江西队、香港队的队
员成为了好朋友。在颁奖礼之后，龚世
航紧搂着获得银牌的江西队队员，并肩
合影，还将自己的金牌挂到了对方脖子
上。

作为一名刚刚初三毕业的中学生，
龚世航坦言学习踢毽不仅帮助自己提升
了身体素质，对提高学习效率也很有
帮助。“在学习疲惫的时候，踢毽球放
松一下，大家在一起乐呵乐呵。”龚世
航笑着说。

镜头二
跳绳让孩子自信心增强

由于 24 日上午要进行跳绳决赛，
23日下午6时，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石室
中学跳绳团队的5个孩子，还在闷热的
训练室内进行最后的训练。

跳绳需要来回大幅跳动，不一会
儿，5个孩子就已满头大汗，一张张小
脸像红透了的苹果。尽管天气炎热，体
力下降，孩子们在训练中却丝毫没有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不管是跳绳还是摇
绳，整个团队配合默契。据指导教师魏
琪雅介绍，为了这个比赛，团队已经准
备了将近两个月，暑假开始后更是坚持
每天训练3个小时。

准备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不
少。队员们纷纷表示，最大的困难是期

末复习考试期间的复习与训练时间有冲
突。为此，团队中的每个孩子都做了非
常大的努力，抓紧有限时间，在复习考
试和比赛训练间来回切换。魏琪雅则要
在训练之余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因此，
即使在期末学习考试期间，孩子们依然
在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保持每天 40
分钟的训练。

跳绳训练和比赛让这支队伍变得温
暖友爱。在训练期间，魏琪雅贴心地给
孩子们准备零食和自制冷饮，甚至当起

了“兼职暑期托管”，督促学生在训练
之余完成暑假作业；孩子们则用“最漂
亮的教练”“最优秀的老师”“特别温
柔”等词语来形容她。

比赛前夕，为了帮助孩子们缓解
紧张情绪，提升信心，魏琪雅还带着
他们到当地广场上练跳绳，吸引了一
大批围观群众。魏琪雅说，“刚开始
他们还有些害羞拘谨，后来围观喝彩
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就越来越放开
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决赛中，这
支刚组建不久的队伍，在全国 34 支队
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
绩。

镜头三
打篮球让孩子享受体育乐趣

23日上午进行的一场三对三篮球比
赛中，由于比分落后，澳门队的教练冯
伟杰在场边不断用粤语指挥孩子们，

“张开手防守”“不要犯规”……
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冯

伟杰这样的教练的专业指导。冯伟杰是
一名公务员，因为热爱篮球，7年前大
学毕业后，就开始到学校教篮球。作为
一名助教，学生的进步是他最大的欣
慰。他说：“看着他们从不懂打球，到
现在能够打出基本战术，拥有一定的风
格，我感到非常自豪”。

在这样的比赛中，澳门队成绩不
佳。冯伟杰更希望孩子们享受比赛过
程，保持敢拼、不怕输的精神，多跟内
地孩子交流学习。“每一场比赛我都会
让他们看看别人怎么打，再对比自己的
不足，改善自己。”冯伟杰说。

作为一年一度中国青少年运动竞技
与文化交流的盛会，这样的故事在全国
阳光体育大会上还有很多。从这些教
练、运动员、团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
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是“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运动会精神以及“更高、
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

下届阳光体育大会将在宁夏银川举
行。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因为阳光体
育大会爱上体育运动，在运动中收获快
乐，在运动中成长。

第14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7月23日至25日在美国达拉
斯举行，吸引了来自6大洲的300余名精武会员参与角逐。

图为武术爱好者在大会上交流切磋。 田丹摄 （新华社发）

中国游泳：

冲击欧美 力保“探花”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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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体育大会阳光体育大阳光体育大会会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肖亚卓） 中国足协于26日公

布了新一期男足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本次集训是为了备战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时间从7月31日至8月6日。

以下是集训队员名单：广州恒大：张琳芃、黄博文、李学
鹏、冯潇霆、曾诚、于汉超、郜林；上海上港：武磊、颜骏
凌、于海、蔡慧康；山东鲁能：蒿俊闵、赵明剑、刘彬彬；北
京国安：杨智、于大宝、张稀哲；江苏苏宁：吴曦、任航、李
昂、张晓彬、顾超；广州富力：姜至鹏；河北华夏幸福：姜
宁、丁海峰、金洋洋；天津权健：孙可。

新一期国家男足集训名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