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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唱主角

新人唱主角，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
会上的亮点之一，有74.6%的运动员从未
参加过亚运会、奥运会等级别的综合性
运动会。从结果来看，在不少项目上，
小将都带来惊喜。经历亚运的考验和磨
砺，未来的东京奥运会，这样的惊喜有
望延续。

在去年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
小将李冰洁一鸣惊人，在中长距离自由
泳项目上紧追美国天才少女莱德基，被
视为世界泳坛的超新星。而在雅加达，
又一名小将、16 岁的王简嘉禾横空出
世，在女子400米、800米和1500米自由
泳项目上摘得金牌，其中两项成绩排名
世界前六。两名中国少女的强强对话，
成为泳池中的最大看点之一。在自由泳
项目上，李冰洁与王简嘉禾“双姝并
起”的良性竞争，有望为中国游泳女队
创造新空间。如果两人能够继续保持成
长势头，在东京奥运会上，她们将向莱
德基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经历了里约奥运会的低谷，中国体操
队在亚运会上逐渐找回感觉。而在新老交
替的全新阵容中，男队的肖若腾与女队的
陈一乐最令人关注。肖若腾在去年的蒙特
利尔世锦赛上夺得男子全能冠军，一跃成
为奥运周期的领军人物。不过，来到雅加
达，这名小将却有些许失意，除了团体金
牌外，仅收获 2 银 2 铜。对肖若腾来说，要
想承担重振中国男子体操的重任，还需技
术和经验上的打磨。女队在整理实力不佳
的情况下，16 岁小将陈一乐令人眼前一
亮。亚运会上，她先后拿下个人全能和平
衡木金牌，又随队夺得女团冠军。东京奥
运会上，这名小将有可能成为中国体操

“秘密武器”。

在非优势项目和奥运新项目上，新
人的涌现更让人惊喜。在射箭反曲弓女子
个人项目上，23岁的“黑马”张心妍打破了
韩国人对该项目的垄断，成为40年来首位
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的中国选手。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曾创造“一箭封喉”
的历史性一刻；东京奥运会上，张心妍同样
有望创造好成绩。而在奥运新增项目女子
滑板碗池赛上，19岁小将张鑫获得亚运会
铜牌，显示出跨界跨项选才的成效。

优势项目稳

在优势项目上，“稳”字当头并不容
易。除了自身保持强劲的领跑能力之
外，还要时刻留意虎视眈眈的对手。因
此，在游泳、跳水、射击等大项和中国
的优势项目上，名将与新人的状态尤为
关键。

雅加达亚运会上，有两名中国运动
员圆了“全满贯”的梦想。孙杨完成了
从 200 米到 1500 米自由泳的“金满贯”
壮举；跳水“老将”施廷懋则实现了在
全运会、亚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和奥
运会 3 米板比赛中全部夺金的梦想。两
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他们将作为水上项
目的领军人物，继续征战。

而在两人背后，后来者的力量也一
样强大。游泳赛场，徐嘉余在仰泳项目
上一枝独秀，里约奥运遗憾摘银的他，
有望在东京给奖牌换个色。跳水赛场，
连续 12届亚运会包揽全部金牌的“梦之
队”，也在居安思危中继续前进。中国跳
水队领队周继红说，亚运会表现出跳板
不如跳台的问题，精神面貌、战斗力、
体能训练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跳水
队对东京奥运充满危机感，一点都不能
松懈。

射击，历来是中国队奥运首金的热

门项目。从 1984 年以来的 9 届奥运会，
射击队为中国军团赢得了 5 枚首金。里
约奥运会上，张梦雪在女子 10米气手枪
比赛夺得首金。此次亚运会，中国射击队
表现出较高的整体水平，在年轻队员担当
主力的情况下，共赢得 8 枚金牌，含金量
很高。其中，步枪的杨皓然和赵若竹在男
女项目上分别取得 1 金 1 银的佳绩，尤其
是女子步枪的多名小将，已有集体崛起之
势。此外，王倩、张鑫秋、姚兆楠等青年才
俊，也成为中国射击队新一代中的佼佼
者。可以预见，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些令人
陌生的名字，必定大放异彩。

三大球求进

在三大球比赛中，中国女排、女足
以及篮球项目表现亮眼，创造了诸多难
忘时刻。

中国女排的王者之气让人激动。尽
遣主力出战亚运会的中国女排，从小组
赛到决赛全部直落三局取胜。可以说，
在亚洲范围内，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
泰国队，都无法对中国女排造成挑战。
此次亚运会，除了里约奥运会的原班人
马外，中国女排补充了在此前的比赛中
发挥不错的李盈莹、胡铭媛等年轻球
员，进一步充实主攻和副攻实力。在朱
婷等老队员的带领下，李盈莹等新人已
经逐渐融入球队，并屡屡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

赢球靠实力，夺冠靠“气质”。在郎
平的带领下，如今的中国女排对于任何
比赛都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和对胜利的渴
望。当然，亚运只是“小考”，下月的女
排世锦赛和两年后的奥运会，将是女排
真正的“中考”和“大考”。在群雄并起
的背景下，中国女排要想冲击好成绩难
度不小。郎平此前也表示，中国女排目

前处于世界第六、第七的水平，跟世界
强队比还有些差距。

中国女足的坚持不懈让人激动。尽
管在决赛中遭遇“绝杀”，但一枚宝贵的
银牌已是中国女足自 2002年釜山亚运会
以来的最好成绩。送别了并不太成功的
两任洋帅，本土教练贾秀全上任，并对
球队的攻防体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
造。亚运会上，对阵老对手朝鲜和日本
队时，女足队员的自信和斗志更胜以
往。里约奥运会，时隔 8 年重回奥运舞
台的中国女足进入 8 强，已经让人看到
了“铿锵玫瑰”重新绽放的希望。如
今，随着“土帅”贾秀全获肯定，主力
王霜留洋巴黎，中国女足的复兴前景更
加明朗。

中国篮球的全面开花让人激动。中国
男女篮时隔8年再度同时夺金，三人制篮
球也双双摘金，中国篮球在雅加达的大放
异彩，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效果。此次
出战亚运会的男篮蓝队，集纳了周琦、丁
彦雨航和王哲林等名将以及阿不都沙拉
木等年轻球员，红蓝两队竞争并行，为更
多球员提供了磨炼和展示的机会。此次称
霸亚洲，令球迷更加期待男篮世界杯以及
东京奥运会“红蓝合体”的表现。中国女篮
的年轻球员也在老帅许利民的带领下逐
渐成长，年轻的李月汝、韩旭以及“00后”
小将李缘都有着令人惊艳的表现。在即将
到来的西班牙女篮世界杯上，女篮姑娘或
许将带来更大的惊喜。

中国篮球在雅加达大获全胜，最高
兴的莫过于篮协主席姚明。在他的推动
下，中国篮球改革持续提速。从国家队
的红蓝双队、邀请制度，到 CBA联赛的
诸多变革，再到三对三篮球的大胆启用
草根球员，篮球改革也成为中国体育改
革的“急先锋”。对中国篮球而言，只要
走对路，更大的收获一定会接踵而至。

20202020东京奥运东京奥运，，看我的看我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雅 加 达 亚 运 会 闭
幕，宣告着备战东京奥
运的“中考”告一段
落。此次亚运会，中国
军团在奥运小项上共收
获95枚金牌，其中在亚
洲优势的小项上获得28
金，显示出足够的竞争
力。

展望两年后的奥运
会，中国军团在部分项
目上依旧成竹在胸，但
在羽毛球以及游泳等项
目上则敲响警钟。备战
东京奥运，既需要老将
当家坐镇，更需要新人
冲出一片天。

短道速滑队“第一课”

武大靖当选新队长

大陆冰球联赛：

昆仑鸿星新赛季首场告负

9月3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2018-2019赛季大陆冰球联赛 （KHL） 一场比赛中，北京昆仑
鸿星队客场以3比6不敌赫尔辛基小丑队，新赛季首场告负。

图为赫尔辛基小丑队球员卡尔·斯托勒里 （左） 与北京昆仑鸿兴队球员建安 （右） 在比赛中
拼抢。 马蒂·马蒂凯宁（新华社发）

中国短道速滑集训队 3 日上午在北京
首钢冬训中心举行了队伍赴美集训回归后
的首次公开训练课暨新队长任命仪式。在
平昌冬奥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唯一一枚
金牌的武大靖正式成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
任队长。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
信青春没有地平线……”会议室回荡着短
道队集体唱响的 《我相信》 这首队歌。总
教练李琰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四年之计
在于今年。”她说，今年是平昌冬奥会的年
份，也是2022年备战的第一年，要多多培
养年轻队员，选拔优秀人才，也要让老队
员从身心上有一个释放与缓解，能够砥砺
再战。

“一支队伍是有灵魂的，一支队伍的
灵魂是需要传承的。”李琰宣布会议进入
下一个环节。队伍举手表决通过武大靖
成为短道队的新任队长。后者从李琰手
中接过队长流动旗，每个队员将一份叠
成小星星的心愿放在武大靖手中的许愿

瓶里。
李琰说：“仪式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

团队的信任，也是武大靖给大家的承诺。”
武大靖也向全队致谢。他说：“目标只有一
个，就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们有同样
的目标同样的梦想，一起努力，也很感谢
队友们，在追梦的道路上能有你们一起。
最后，祝大家能够从优秀的运动员成长为
一名伟大的运动员。”

对于自己，武大靖说：“我离伟大还挺
远的，现在也是不断学习，想朝着这个方
向去努力。”被问起“队长有什么特权”，
他笑言：“队长没有特权，特权就是更累
吧。”

仪式过后，短道队进行了公开训练。
据李琰介绍，未来 4 年中国队都将保持大
集训规模，统一规划，动态管理，教练
与保障团队人数也有扩展。曾执教加拿
大国家队备战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的戴
瑞克此次受聘担任男队执行教练。他表
示，自己要帮助队伍准备如何作为东道

主 参 赛 ， 他 对 这 次 的 授 旗 仪 式 印 象 深
刻 ， 认 为 目 前 的 中 国 队 年 轻 而 富 有 天
赋，武大靖作为一个榜样的作用非常重
要。

李琰说：“在国家队要成为精神领袖，你
的运动成绩首先要拔尖；第二，要具备包容、
大度、责任、担当，你要有这样的气魄、能量
与风度。”她希望这样的责任能帮助武大靖
成长，同时，也希望短道的队长精神、品质与
凝聚力能够随着流动的队长旗帜在未来传
承下去。

短道集训队的队员们还在当天照了一
张集体照，画面中有像武大靖一样参加过平
昌冬奥会的队员，也有年轻的面孔。“无论你
在什么层次，你要有 2022 年去拼冬奥的决
心和斗志，你才能坚持一步步走下去，克服
过程中的困难。”李琰说，“无论对手多强，我
们要做到更强。” 据新华社电

武大靖武大靖

▲ 李盈莹▲ 李盈莹

▲ 王简嘉禾

▲ 张心研

▶ 陈一乐

中国男子和女子篮球队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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