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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无缘100米仰泳决赛、以0.01秒之
差收获50米仰泳银牌， 来到布达佩斯
的“洪荒少女”傅园慧最近有点烦。“这
是命中注定的。 ”两年前的喀山世锦赛
对手第二，傅园慧第一，今年对手拿了
冠军，傅园慧成了第二名。

傅园慧在主项100米仰泳的成绩
是1分0秒39，半决赛第13位。 50米仰泳
情况有所好转， 不过50米不是奥运会
项目，我们更应该关注她在100米仰泳
的表现。

一直以来中国游泳队被标上“阴
盛阳衰”的标签。 本届世锦赛，中国游
泳女队得到3银2铜， 未能收获一枚金
牌。 但展望3年后的奥运会，傅园慧100

米仰泳都仍有实力， 自由泳的李冰洁、
蛙泳的史婧琳，以及蝶泳的张雨霏和周
羿霖等都具备冲金夺银的实力。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刘大庆表示，“我们女子游泳潜力
巨大。 现在看是女选手弱，但男女成长
的周期不一样。希望女选手后两年出成
绩， 或许对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更
有好处。 ”

3金3银4铜，从成绩来看中国泳军
在布达佩斯的表现难言满意，但老将勇
往直前、新人势头正盛，带着不同的“收
获”，新一轮备战即将展开。 相信，两年
后的韩国光州世锦赛必将更加激烈，3
年后的东京奥运会更令人期待。

“泳”往直前 东京可期
� � � �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2017年游泳世锦赛在布达佩斯落幕， 多点开花的中国游泳队
以3金3银4铜收官。 3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中国泳军值得期待———

� � � �本届世锦赛，“劳模” 孙杨报了4个单项，最
终参加了3项，夺得男子200米、400米自由泳两
枚金牌。虽然未在自己的强项长距离获得佳绩，
但孙杨成为首位包揽男子200米、400米、800米
和1500米自由泳世界冠军的“自由泳之王”。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不少泳迷看到泳池
里疲惫的孙杨，冲刺时双腿已起不了水花，不禁
担忧“大白杨 还撑得到东

京吗？”……3年后的孙杨将满29岁，调整主项、训
练转型或已迫在眉睫。 无缘800米自由泳四连
冠，一方面是赛程紧张，他连续4天游了8哨，体能
透支并且休息不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孙杨的训
练能力无法适应800米及以上距离的需求。2020
年东京奥运会，如果孙杨想要冲击800米，训练
则需做出取舍和改变，只能放弃1500米。

孙杨总结自己在布达佩斯的表现，他给自
己打85分。世锦赛后，孙杨短暂休息几天后，将
前往香港备战全运会。

� � � �“杨哥，以后我要和你一起‘扛把子’，你不
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夺得男子100米
仰泳冠军后，徐嘉余激动地一头扎进师兄孙杨
的臂膀，哭了。

作为今年唯一一个游进52秒
大关的100米仰泳选手，徐嘉余赛
前被寄予厚望。决赛中他以0.04秒
的微弱优势惊险夺冠， 创造历史。
这是徐嘉余第一次获得世锦赛金
牌，也是中国男队在仰泳项目上的
首枚世锦赛金牌。

虽然在接下来的50米和200米
仰泳中，徐嘉余均获第5名，但22岁
的年龄、良好的状态，以及头顶世界
冠军的光环， 徐嘉余已然成为中国

泳军的“新男神”。 不少泳迷认为，他与孙
杨开启了中国泳军“双核时代”。

� � � � 对于中国泳军来说， 本届世锦赛
最大的惊喜不是冠军得主孙杨和徐嘉
余，而是15岁“新星”李冰洁———凭借
女子800米、400米自由泳以及4×200
米自由泳接力收获2银1铜， 李冰洁成
为中国队当之无愧的“多牌王”。

在800米自由泳与美国名将莱德
茨基的对决中，李冰洁获得亚军。 比赛
中，莱德茨基的优势严重缩水，之前动
辄就赢亚军10多秒的她， 这次只赢了
李冰洁不到3秒。 赛后李冰洁坦言：“我
的目标是超越偶像莱德茨基。 我对自
己有信心，更对教练有信心。 有时候高

原训练时，我会觉得喘不过气，但是所
有人都是这么练的，只有自己比别人更
刻苦，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李冰洁认
为自己在技术动作细节———比如转身、
水下腿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年
龄是她最大的优势。

中国泳军还涌现一批年轻的实力
派新人，参加半决赛和决赛的中国年轻
选手增多，项目上更是百花齐放———徐
嘉余和李广源的仰泳，闫子贝和覃海洋
撑起蛙泳，蝶泳的李朱濠游出100米最
好成绩，汪顺和覃海洋在混合泳占据一
席之地。

“新男神”徐嘉余
开启中国泳军“双核时代”

“惊喜”李冰洁 15岁少女欲挑战莱德茨基

“洪荒少女”傅园慧 0.01秒之差无缘卫冕

世预赛十二强赛武汉主场

国足将有U22球员
进大名单

据新华社武汉7月31日电 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二强赛中国队对乌兹别
克斯坦队比赛新闻发布会，31日在武汉举行。
作为十二强赛国足的最后一个主场， 这场比赛
将有U22球员入选大名单，球票也已开启预售。

国足主场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赛将于8月31
日晚20时在武汉体育中心打响。此前已结束的8场
比赛中， 国足1胜3平4负， 积6分排名小组最后一
位，相差积分榜第三的乌兹别克斯坦6分，若剩余
两场全部取胜，国足仍保留着参加附加赛的机会。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国足助教马达洛尼介
绍，国足队员将于8月25日在武汉集合，次日开
始训练备战。 比赛的球员大名单大概在8月23
日对外公布。 在一周前U23亚洲杯预选赛小组
赛上， 马达洛尼担任主教练的U22中国队力克
日本队夺得小组第一， 表现出色。 马达洛尼表
示，为培养年轻球员成长，国足十二强赛最后一
个主场将会有U22球员进入大名单， 但届时能
否上场得依据教练安排和球员伤病情况。

中国男篮蓝队
大胜立陶宛

据新华社江苏昆山7月31日电 2017年昆
山国际男篮锦标赛31日全部结束，中国男篮蓝
队在收官战中以80比54大胜立陶宛队，以两胜
一负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出征男篮亚洲杯前的
最后一次热身赛，安哥拉队获得冠军。

蓝队上场不敌安哥拉， 郭艾伦的技术统计
上留下了刺眼的7次失误，他自然想在最后一场
找回面子。当天的比赛中，郭艾伦证明了自己仍
是蓝队后卫线的“一哥”，他在三分线外5投4中
砍下全场最高的26分，此外还贡献了6次抢断。

蓝队结束昆山的比赛后将回到北京， 经过
短暂休整后就前往黎巴嫩贝鲁特参加8月8日开
赛的男篮亚洲杯， 蓝队的小组赛对手分别是卡
塔尔、菲律宾和伊拉克队。

� � � � 徐嘉余
在男子100米
仰泳预赛后。

新华社发

年龄不是问题或转型“劳模”孙杨

� � � �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预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