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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十二届省运会女子游泳4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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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103 2 9 3 7 5 8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61568573.0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40 8 6 4
排列 5 14240 8 6 4 5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２０14年9月4日
星期四15２０14年9月6日

星期六7

（截至9月5日20时）

随着李玄旭等 “四朵小花” 的淡出， 湖南游泳一下子
塌下半边天， 女队人才断档， 后继无人。

“假小子” 李玄旭正是在8年前第十届省运会上一鸣
惊人， 3破省纪录， 独揽7枚金牌。 寻找下一个李玄旭， 成
为本届省运会的当务之急。

下一个李玄旭在哪里？ 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书记王亚
琪苦笑着说， 浙江省每年游泳锦标赛参赛选手超过1000
人， 我省4年一届的省运会游泳选手才200多人 。 参赛人
数，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省市体育人才的储备厚度。

竞技体育遵循 “金字塔” 结构的发展规律， 有了坚实
的塔基， 有了足够的人才厚度， 才能培养出更多顶尖的运
动员。

浙江游泳之所以称霸中国泳坛， 不仅仅是依靠奥运冠
军孙杨和叶诗文， 在他们的身后， 还有傅园慧、 徐嘉余、
汪顺、 毛飞廉等一大批小将。 扎实的业余训练， 雄厚的后
备力量， 是浙江游泳独占鳌头的根本。

业余训练， 是后备人才的储备库。 目前我省有12个市
州开展游泳业余训练， 其中衡阳、 常德、 岳阳等市训练水
平提高较快。 但相对于浙江， 我省业余训练投入低， 场馆
条件简陋， 尤其是青少年教练员水平不高， “走出去” 参
加业务培训、 进修的机会不多， 从而限制了全省业余训练
水平的提高。

寻找下一个李玄旭， 首先还得完善业余训练体系， 提
高人才的储备厚度。 加强业余训练的工作千头万绪， 但最
为关键的是提高我省青少年教练员的业务水平。 因为， 只
有优秀的教练员， 才能挖掘、 培养更多的优秀苗子。

“自从李玄旭、廖雅丽退役，我省
游泳女队正面临严重的人才断档。 现
在的省游泳队成了男女不平衡的‘瘸
子’。 ”5日晚，娄底市体育中心游泳馆
内人声鼎沸， 第十二届省运会游泳比
赛在这里举行。 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党总支书记王亚琪表示， 这届省运会
将着重考察女苗子。

“瘸子”要变“3条腿走路”
“‘瘸’了1年多，专业队现在急需优

秀的女苗子。 ”王亚琪介绍，自从去年全
运会后，李玄旭、廖雅丽相继退役，我省
游泳队在女队的人才缺失较大。这届省
运会， 王亚琪格外关注女子组的比赛。

“目前来看，岳阳队的李禹昕潜力不错，
我们准备对她做进一步的考察。 ”

女队员的断档， 导致今年的亚运
会我省只有3名男运动员入选。 长沙的
杨之贤、 湘西的黄朝升和衡阳的王柯
成将参加本月下旬在韩国仁川举行的
第17届亚运会，“他们3人的主项竞争

比较激烈，临场发挥好的话，还是有争
夺奖牌的希望。 ”

王亚琪介绍， 现在我们首先要解
决“瘸腿”问题，实现省专业队男女项
目均衡。 其次要打造科学、稳固的业余
训练体系，将“瘸子”变成游泳业余训
练、专业队男女项目“3条腿走路”。 一
旦形成“3条腿走路”的局面，湖南泳军
在全国劈波斩浪将指日可待。

近几年， 随着全省游泳业余训练
的投入大幅增加，设施得到很大改善，
长沙、衡阳、岳阳、永州等市建立了全
省游泳后备人才基地。“如今游泳运动
越来越受到欢迎，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各基层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我
们希望在今后几年能有所突破。 ”

“形成气候”才能真正强大
本届省运会， 共有13支代表队的

231名运动员参赛，创历届之最。“虽然
参赛人数每届在增加，但相比浙江、山
东等游泳强省， 湖南业余训练的塔基
还有待提升。 ”王亚琪说，在浙江，像这
样的省级比赛参赛选手达到上千人，

而湖南游泳目前主要靠个别优秀运动
员撑起，还没有真正形成气候。

随着我省一批优秀泳将的淡出，近
几年湖南泳军在全国和国际大赛遭遇滑
铁卢。 2009年全运会异军突起的我省游
泳队，在去年的辽宁全运会中仅获得4银
4铜，名将李玄旭、黄朝升均卫冕失利。

虽然我省有着自己一套成熟的训
练方法，但在现代竞技体育中，谁掌握
最先进的训练方法，谁就能有所突破。
缺少与外界交流、比赛少，无疑是我省
游泳发展的一块短板。 据介绍，浙江、
山东、 上海等游泳强省市的业余训练
都是以赛代练， 小选手们通过比赛获
得积分， 按照积分排名参加年终总决
赛，检验和提高业余训练水平。

“我们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要寻
找‘下一个李玄旭’，而是要让业余训
练在全省形成气候， 只有这样湖南游
泳才能真正强大。 ”王亚琪说，人才是
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建立起雄厚、完
善的业余训练体系， 才能涌现出更多
的李玄旭、廖雅丽。

（本报娄底9月5日电）

“我对这次的表现并不满意。 ”5日上午，
夺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冠军、本届省运会的个
人第3金后，14岁的岳阳妹子李禹昕并没有想
象中的兴奋。

李禹昕告诉记者， 她平时训练的成绩要
比这次比赛的好，最不满意的就是主项200米
个人混合泳。“虽然拿了冠军，但比平时慢了5
秒，可能是因为项目比较集中，有点疲惫。 ”尽
管如此，李禹昕的200米个人混合泳夺冠成绩
仍比亚军快了足足7秒。

本届省运会游泳比赛，李禹昕成为当之无
愧的“多金王”，她共斩获100米自由泳、200米
自由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3枚金牌。 这个个
头1.65米， 外形酷似假小子的岳阳小花表示，
叶诗文是她一直以来的偶像。“叶诗文的主项
也是混合泳，我希望将来像她一样。 ”

生长在湖区的李禹昕，从小就有很好的水
性，7岁时正式进入岳阳市业余体校学游泳。
“第一次下游泳池的时候我只有4岁，父母见我
特别爱玩水，后来就把我送到体校训练。 ”2年
前，李禹昕被输送到省专业队集训，看到自己
与专业运动员的差距后，李禹昕更加努力。“刚
开始，妈妈为了我辞了工作到长沙陪练，这让
我很感动，也更珍惜在省队集训的机会。 ”

今年上半年，李禹昕不小心崴伤了脚，一
向不请假的她仍坚持训练， 可练了两天后越
来越疼。“当时医生说骨裂，必须休息3个月。”
回到岳阳养伤的李禹昕， 虽然无法进行正常
的训练， 但她仍坚持每天下水活动，“还是会
疼，但一天不下水就不踏实。 ”这一次，是李禹
昕7年运动生涯中“休息”最久的一次。

岳阳市业余体校游泳教练黎艳告诉记
者，李禹昕从小天赋并不特别出众，但她非常
热爱游泳，训练能吃苦。“她的4个泳姿都有优
势，是名非常全面的运动员。 ”

在岳阳队， 跟李禹昕一样优秀的苗子不
止一个，14岁少年宗志骁同样揽下3金。目前，
岳阳游泳队已斩获8金， 提前完成赛前任务。
“我们后面还有夺金点， 大家的表现很好，都
赛出了水平。 ”黎艳笑呵呵地说。

（本报娄底9月5日电）

湖南泳军求贤若渴
场外音

寻找下一个李玄旭
苏原平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王亮 蔡矜
宜） 今天， 第十二届省运会网球青少
年组比赛在娄底市体育中心网球场拉
开战幕， 9支男子甲组、 8支女子甲组
参赛队率先展开团体比赛的争夺。

2013年全运会后， 我省加强网球
项目的发展。 今年从广东引进了徐诗
霖， 她在8月的南京青奥会上夺得网
球女单冠军。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设为甲 、
乙、 丙3个组别。 其中甲组为16到18
岁， 男女参赛球队共有17支， 将进行
男女团体、 男女单打、 男女双打以及
混合双打4个大项的争夺。 乙组为14
到15岁， 男女参赛队分别为7支和4
支， 进行男女团体、 男女单打、 男女

双打3个大项。 丙组为12到13岁， 男
女参赛队分别为6支和7支， 进行男女
团体、 男女单打以及混合双打3个大
项。

根据赛程，网球青少年组比赛5日
开赛，14日结束，是省运会角逐时间最
长的项目。

省运会网球比赛开拍

本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王亮 蔡矜宜 通讯员 王威群）
第十二届省运会篮球青少年组今天在娄底双峰县进行半决
赛， 男子组的长沙、 株洲队和女子组的长沙、 娄底队分别
闯入决赛。

男子小组赛中，长沙、岳阳队夺得A组头两名，株洲、娄
底队位列B组前两位。 今天进行的交叉淘汰赛中，长沙队继
续展现绝对实力，以88比57击败东道主娄底队 ，株洲队也
以87比52轻松击败岳阳队。 长沙和株洲队携手晋级决赛。

女子组淘汰赛中， 长沙队以96比27的悬殊比分淘汰岳
阳队，东道主娄底队73比65险胜郴州队，晋级决赛。

省运会篮球成年组女子项目9月4日率先落下帷幕，长
沙队夺得冠军，郴州、衡阳队分获第二、三名。

男子成年组项目中， 传统强队长沙队因小分过低排名
小组第3无缘4强，娄底、邵阳、郴州、衡阳队进入淘汰赛。

省运会篮球青少年组

长沙男女队轻松晋级决赛

大观楼

“我的偶像是叶诗文”
本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名次 单位 赛会金牌 综合金牌 综合总 分

1��������长沙 46�����������������102������������1728.5

2��������株洲 36������������������74�������������1611.5

3��������常德 22������������������66�������������1263

4��������衡阳 32������������������56.5�����������1134.5

5��������娄底 30������������������52��������������757

6������自治州 5�������������������45.5�����������706.5

7��������岳阳 26������������������44��������������906.5

8��������湘潭 8��������������������41.5�����������881.5

9��������郴州 27������������������40��������������1070

10�������永州 16�������������������35���������������698

11������张家界 14�������������������23����������������286.5

12�������邵阳 8�������������������21����������������718

13�������益阳 1�������������������20.5�������������265.5

14�������怀化 10�����������������18����������������777

15������省体校 10������������������10����������������261

第十二届省运会金牌总分榜第十二届省运会金牌总分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