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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的坚持

两年前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中国游泳队共夺得3枚
金牌，其中孙杨一人就拿到两枚。毫无疑问，作为中国游
泳队队长和自由泳项目的“王者”，孙杨的状态与表现最
受瞩目。

此次冠军赛，孙杨包揽了 200 米、400 米、800 米和
1500米 4块自由泳金牌。4项比赛的成绩，除了 1500米暂
列今年世界第二外，其余三项均位列今年世界第一。

相较于毫无悬念的“包揽”，孙杨在长距离项目上
的“复苏”更令人欣喜。赛前，教练并未给孙杨报名
1500 米。但孙杨仍坚持参赛，并游出了近 4 年来的个人
最好成绩。

由于年龄的增长和重点项目的转移，近几年转战中
距离项目的孙杨渐渐失去了在长距离项目上的绝对统治
力。为了在东京奥运会上实现 800 米金牌梦想，孙杨与
恩师朱志根再次联手，并以 1500 米的训练带动其他项
目发展。重拾长距离的孙杨，用冠军赛上的金牌和好成
绩约战世界强手。

今年 7 月，游泳世锦赛将在韩国光州举行。12 年
前，年仅 15 岁、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孙杨亮相墨尔本
世锦赛。在 400 米和 800 米自由泳两个项目上，年少的
他均在预赛就遭到淘汰。而今，这名手握 12 枚奥运会
和世锦赛金牌、第七次参加世锦赛的“老将”，依然在
坚持。

“甲鱼”的目标

在男子仰泳赛场，“甲鱼”徐嘉余依旧一骑绝尘。此
次冠军赛，他包揽了 50米、100米和 200米仰泳金牌。在
100米比赛中，他还游出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

尽管带着胃痛作战，但在国内赛场上，徐嘉余还没有
可与之匹敌的对手。对他而言，世锦赛和奥运会以及近在
咫尺的世界纪录，才是终极目标。

2017年，徐嘉余先是在冠军赛中打破了100米仰泳的
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1秒。此后他在布达佩斯
世锦赛上摘取该项目桂冠，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光州世
锦赛上，徐嘉余期待着实现愿望。

另一名具备世锦赛夺金希望的是汪顺。冠军赛上，经

历了冬训“魔鬼训练”的汪顺没有让冠军旁落，顺利摘得
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两年前，汪顺在布达佩斯世锦赛
上夺得一枚铜牌，而在去年12月的短池世锦赛上，他在该
项目上实现了卫冕。

女队的实力

在女子项目上，中国选手也拿出了有说服力的表现。
奥运冠军叶诗文的回归最令人感动和惊喜。从7年前

奥运夺冠，到离开赛场的学习和调整，重新回到泳池的叶
诗文正在找回“初心”。

冠军赛上，叶诗文收获 200 米个人混合泳、400 米个
人混合泳和 200米蛙泳冠军，成绩也达到奥运 A标。无论
是主项混合泳，还是新主项蛙泳，叶诗文都具备了世界一
流的水准。

16 岁小将王简嘉禾的青春风暴势头不减。除了 400
米、800 米和 1500 米自由泳金牌外，她还率队夺得女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继3月初在美国打破1500米自由泳亚
洲纪录后，王简嘉禾又刷新了女子 800 米自由泳亚洲纪
录，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名将莱德基之间的差距。从李冰
洁到王简嘉禾，中国女将在光州世锦赛上将继续向莱德基
发起挑战。

此外，傅园慧也在此次冠军赛上收获4金。摆脱了去
年的低谷后，她将目光投向了个人的第四次世锦赛。

新人的光芒

老面孔唱主角，新人也有亮眼的发挥。
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孙杨的同门师弟、22岁的何

峻毅以 48秒 10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不仅足以获得雅加达
亚运会的冠军，也有望在光州世锦赛上闯入半决赛甚至决
赛。与此同时，余贺新和曹犄文的成绩也达到了 49 秒以
内。在这一中国游泳的弱项上，更多的力量正在孕育。

在男子蛙泳项目上，23 岁的闫子贝与 19 岁的覃海洋
均有不俗表现。闫子贝在50米蛙泳比赛中一破一平全国纪
录，并摘得 100 米蛙泳金牌，覃海洋则在 200 米蛙泳项目
上夺得冠军。在此前的短池世锦赛上，覃海洋摘得一枚银
牌，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作为兼项混合泳和蛙泳的多
面手，覃海洋渴望着在世锦赛上冲击一枚金牌。

阔别赛场8个月，马龙用一个冠军宣告“王者
归来”。

近日，在 2019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卡塔尔
公开赛上，马龙接连击败法国选手弗洛雷、德国
老将波尔、日本名将水谷隼以及队友许昕和林高
远，夺得男单冠军。承载着众多球迷的期望，马
龙有望再战奥运。

复出首冠

在复出后的首个国际赛事上就拿下冠军，对
于伤别赛场8个月的马龙来说意义非凡。

去年8月，马龙因为伤病错过了公开赛、国际
乒联总决赛等大大小小的比赛。最近举办的世乒
赛直通赛，马龙也遗憾缺席。

经过多年高强度的训练和征战，马龙的膝
盖、手腕、脚腕、腰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
马龙的恩师张雷曾透露，马龙的伤势很严重，担
心他参加不了东京奥运会。

因此，这个久违的冠军对马龙而言有着特殊
意义。“我第一次公开赛就是 2005 年在卡塔尔多
哈，确实这个冠军非常特别。我觉得能够从伤病
中走出来，这个冠军比我拿其它任何的公开赛冠
军都要开心。”马龙说。

2016年实现大满贯以后，马龙一直活跃在国际
赛场。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和高强度训练带来的伤
病，马龙的状态也让球迷心忧。而此次“龙队”的强
势回归，让人们看到了“老将不老”的坚守。

对于伤病情况，马龙表示“目前伤病恢复到
八成左右，希望后面比赛越打越好。”

期待奥运

日前，中国乒协公布了布达佩斯世乒赛名
单，马龙名列其中。他将同樊振东、许昕、林高
远和梁靖崑一道，冲击男单项目的冠军。

今年10月，马龙将度过自己31岁的生日。面
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以及日本乒乓球队的挑战，
马龙的责任比以往更大。

目前，马龙与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形成了
国乒的“双保险”，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做足了保
障。与此同时，更年轻的梁靖崑和林高远等球员
也在迅速成长进步。在备战的关键时刻，马龙的
复出与夺冠无疑极大地稳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军
心，也让球迷对世乒赛和东京奥运会充满期待。
如果能够延续良好的身体和比赛状态，马龙有望
在东京奥运会上继续给球迷带来惊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印发了 《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
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下称

《意见》），这对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的中
国冰雪运动来说，可谓如虎添翼。

4 年前，北京联合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中国冰雪运动迎来了
发展契机。无论是竞技冰雪还是群众冰
雪运动，各地都掀起了阵阵热潮。不
过，由于中国冰雪运动起步晚、底子
薄，与世界冰雪运动强国相比还有很大
差距。这种局面虽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
的，但需要我们越早重视越好，越快行
动起来越好。这其中既有提升冰雪竞技
运动成绩的考虑，更希望充分利用 2022
年京张冬奥会这一重大机遇，调动各方
发展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全面提高中国
冰雪运动水平，真正提升人们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意见》明确提
出，到 2022年，我国冰雪运动总体发展
更加均衡，普及程度明显提升，冰雪运
动竞技水平明显提高，冰雪产业规模明
显扩大，全面提高冰雪运动水平，努力
实现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

怎么理解这个“跨越式”呢？笔者

以为这里面包含很多方面的全面进步。
其一是冰雪竞技运动水平要有明显提
升。中国冰雪竞技此前长期“冰强雪
弱”。从参赛成绩看，近年来冬奥会所获
金牌、奖牌数目不多。从参赛项目看，
只能参加差不多一半的项目。同时，在
训练理念、方法、手段上差距也很大。
要提升成绩，不补齐这些短板是不行
的。因此，《意见》 按照“全项目参赛”
要求，提出了全面深化备战体制改革措
施。不管是举国体制，还是市场机制，
亦或是社会力量，只要有助于调动各方
参与备战的积极性，都可以为我所用。
应该说，《意见》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大胆
的、务实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
就是好猫”。

其二是群众性冰雪运动普及要上新
台阶。近年来，人们冬天不再“猫冬”
了，尝试冰雪运动的人多了，值得欣
喜。但是也应该看到，雪场数量少、分
布不均匀、规模普遍不大、功能尚不齐
全等问题仍然突出，全民性冰雪文化基
础还未夯实。为实现“带动 3 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目标，《意见》提出了一系列
策略：比如持续深入实施冰雪运动“南
展西扩东进”战略、不断推动冰雪运动

四季拓展、健全群众冰雪组织、建设群
众冰雪设施等。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群
体，《意见》进行了举办赛事、开展冬令
营、冰雪进教材等一系列部署。这对扩
大参与冰雪运动人口来说是非常及时
的，因为只有进入良性循环，中国冰雪
运动才能拥有源源不绝的内生动力。

其三是冰雪产业发展要跟上步伐。
中国冰雪产业跟上冰雪运动发展步伐了
吗？答案不是那么乐观的。这里面既有
相关装备制造业、竞赛表演业等规模不
大的问题，又有相关教练、公司专业化
程度不高的问题。经历初期的野蛮生
长、鱼龙混杂之后，冰雪产业需要进入
一个冷静发展期、调整提高期。《意见》
为此提出，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优化
产业结构、拓展竞赛市场等。这些措施
着眼是打造一个有深度品牌影响力、和
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的冰雪产业。

总的来看，《意见》高屋建瓴地谋划
了冰雪产业未来的发展方略。前景广阔
而喜人，落实需有力而坚定。期待借北
京冬奥东风，冰雪运动能因此成为中国
人生活中的重要运动内容。如此，这份

《意见》最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
人民体质——就算真正实现了。

冠军赛落幕 世锦赛在望

中国游泳 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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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泳中国游泳 未来可期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近日，2019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世锦赛
选拔赛在青岛落幕。作为光州游泳世锦赛的

“达标战”，各路名将集体亮相。世锦赛渐近、
奥运会在望，中国游泳稳中有升的总体表现让
人放心。

马龙——

王者归来
直指东京

刘 奇

卡塔尔巡回赛国乒获四冠
2019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卡塔尔公开赛 3

月31日落幕，中国队获得男女单打、女子双打、
混合双打4项冠军。

在男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队马龙和林高远以精
湛的球技征服了现场观众。比赛中，林高远首先进
入状态，连胜2局。马龙在逆境中展现大将风采，及
时调整战术，以4︰2的大比分逆转获得冠军。

在女子单打决赛中，小将王曼昱以快制快，
同样以4︰2的大比分战胜队友刘诗雯，获得金牌。

在混合双打项目决赛中，中国队许昕与刘诗
雯以3︰0的大比分将日本队的森园政崇和伊藤美
诚斩落马下。中国队的王曼昱和孙颖莎两员小将
以3︰2战胜队友王艺迪与丁宁，获得女子双打冠
军。 （据新华社电）

发展冰雪运动
造福百姓生活

彭训文

沈阳体育学院冰雪项目的小队员在训练前热身沈阳体育学院冰雪项目的小队员在训练前热身。。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潘昱龙摄摄

马龙在比赛中庆祝。
尼 库摄 （新华社发）

▼ 孙杨在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陶希夷摄

王简嘉禾

徐嘉余

叶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