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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跳跳水水队队

2017年游泳世锦赛跳水比赛已经落下大幕， 中国跳水队拿下了13枚金牌
中的8枚。 按理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跳水队上上下下却对这个成绩都不
满意。 中国跳水队丢掉的5枚金牌中， 有3个项目是奥运会项目。 上一次中国跳
水队在世锦赛中丢掉5枚金牌， 是在2005年的世锦赛中， 这一次中国跳水队平
了世锦赛 “最差” 战绩。

成成绩绩““跳跳水水””谁谁之之过过

对手比中国队更完美

本次游泳世锦赛 ， 中国跳水队
“丢掉” 的3个奥运项目金牌分别是男
子十米台、 女子十米台和男子双人三
米板。 除了在男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中，
中国组合出现了明显失误， 其他两个
项目中国选手并没有明显失误， 之所
以没能拿到金牌， 完全是因为对手的
表现更出色。

男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中， 中国
组合在领先的情况下在最后一跳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 中出现明显失
误 ， 这一跳中国组合只拿到了 72.36
分。 原本身处第二位的俄罗斯组合最
后一跳选择了难度更大的109C （向前
翻腾四周半抱膝）， 这一跳他们拿到了
100.32分的全场最高分 ， 凭借这一跳
他们成功逆袭最终拿到冠军。

可以说俄罗斯人最后一跳接近完
美， 但如果不是中国组合自己出现失
误， 这枚金牌原本可以收入囊中。

除了这个项目外， 在男女单人十
米台的比赛中， 四名中国组合都正常
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杨建在世界最高
难度109B （向前翻腾四周半屈体） 这
个动作上 ， 甚至拿到了破百的分数 ，
尽管还不够完美， 但已经做得够好了。
另一名男选手， 去年奥运会冠军得主
陈艾森， 最终总分数与去年奥运会相
比并不差。 如果说陈艾森的表现已经
接近完美， 那么冠军得主戴利的表现
无疑就是完美的。

女子十米台的竞争与男子十米台
相似 ， 两名中国选手的表现很正常 。
只可惜马来西亚选手张俊虹的表现
更好。

网球金花李娜的教练卡洛斯曾对
她说， “网球比赛不是你表现好就一
定赢， 因为有时候对手表现得比你更
好， 所以不要太自责。”

与其说中国队丢掉了男女十米台
的金牌， 不如说是国外选手赢得实至
名归。 表现已经接近完美的中国选手，
不应该苛求自己太多。

没有领袖的时代

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上， 中国跳水
队拿下了8枚金牌中的7枚， 这是中国
跳水队在海外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
仅仅一年之后， 中国跳水队在世锦赛
上的表现却平了世锦赛最差成绩。 为
何一年之间同一支队伍表现反差如此
之大？ 答案可能是老将的离去。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 何姿、 秦凯、
吴敏霞等老将纷纷退役。 如果说郭晶
晶退役后， 吴敏霞无缝衔接， 扛起了
领军人的旗帜 ， 让中国跳水队进入
“后郭晶晶时代”。 那么现在的中国跳
水队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一个还
没有领袖出现的时代。

老将的离去对于中国跳水队的影
响并不是直接的， 甚至在单项上没有
影响。 吴敏霞去年参加的女子双人三
米板项目， 本届世锦赛中国队依然是
冠军。 何姿从事的女子单人三米板项
目， 这一次也没有让冠军旁落。 秦凯
则是去年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人
选， 去年这个项目中国队也没有拿到
金牌。 而且男子双人三米板， 早就已

经是中国跳水队的一个弱势项目了。
老运动员的退役， 对于中国跳水

队来说， 更主要的是精神层面的缺失。
吴敏霞的存在， 不仅让中国女子双人
三米板项目可以轻松夺冠， 更能激励
众多小队员。 身为奥运冠军的吴敏霞，
天生身体素质并不算好， 小伤小病总
是不断。 因此在里约奥运会之前， 总
是会传出她要退役的新闻。 顶着一身
伤病坚持训练， 并且保持了超高的水
平， 吴敏霞已经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
一个象征性人物。

如今的中国跳水队内虽然不乏世
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但整体年龄偏低，
也没有人能够像吴敏霞一样成为队伍
的标志。

此外老将的存在， 可以让这支队
伍在比赛时更加笃定。 去年里约奥运
会， 中国跳水队留给世人印象最深刻
的并不是7枚金牌， 而是秦凯在赛场上
向何姿求婚。 这种浪漫却又稍微有些
出格的事情， 在中国跳水队内只有老
将能做 、 敢做 。 他们有这样的资历 ，
他们也完全开始享受比赛， 而不是为
了金牌在比赛。

缺乏进步的原动力

中国跳水队最大的危机， 其实是
队伍内部已经没有了进步的原动力 。
这是体育制度改革中， 众多项目面临
的共同难题。 尤其是一些曾经的优势
项目 ， 或多或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
到底是坚持奥运金牌战略， 还是拥抱
市场主动变革， 成为了所有项目的困
境。 对于跳水这种缺乏关注度的项目，
就更是如此了。

过去中国跳水队的奥运冠军们 ，
很多都是出身平平。 林跃的父母为了
让他加入北京队练跳水， 卖掉了老家
的房子只能住集装箱。 邱波的家在四
川内江， 家境也算不得太好。 来自河

北保定的郭晶晶， 也只是出身于一个
工人家庭。

年轻的运动员， 最初的原动力就
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旦这个原动力
再和国家荣誉相结合， 那么将是无比
强大的驱动力。

但国外选手练习跳水的原动力完
全不同于中国选手， 尤其是在没有体
制保障的情况下， 练习跳水最主要还
是因为热爱。 八年前15岁的戴利拿到
罗马世锦赛男子十米台冠军时， 大他
一岁的邱波是亚军。 五年前的伦敦奥
运会， 邱波还是银牌得主， 戴利却只
拿到了铜牌。 去年的里约奥运会， 邱
波只拿到第六名， 不过戴利更惨， 英
国人连决赛都没进去。

但本届世锦赛上， 戴利六跳全部
拿出了超神般的发挥， 一跳比一跳稳、
一跳比一跳完美， 最终时隔八年再拿
金牌。 而整体大赛成绩远好于戴利的
邱波， 本届世锦赛却只参加了一个混
合项目， 里约奥运会的阴霾让他的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单论压力的话， 戴利不一定
就比邱波小。 在英国跳水并不是普及
度很高的项目， 戴利一个人就是英国
跳水的代名词。 他不仅经历了神童高
开低走的 “伤仲永” 般故事， 更是在
几年之前与同性恋人结婚， 他面对的
舆论压力甚至比中国运动员还要大。

但是在热爱的推动下， 戴利突破
了自己在五组转体动作上的短板， 重
新回到了世界之巅。 而且他还是本届
世锦赛中， 唯一参加了2009年罗马世
锦赛男台决赛的选手。 背负太多的邱
波， 却连参赛的机会都没有。 原动力
越单纯， 在时间刻度拉长的情况下就
越坚韧。

更何况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越
来越多的普通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
愿意把孩子送去练跳水、 体操这种苦
项目的家长越来越少， 中国跳水的原
动力本就不那么单纯， 如今这不单纯
的原动力也在逐渐丧失 。 这也难怪 ，
拿了 8枚金牌的跳水队依然要居安
思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