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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全运会在天
津激战正酣， 北京体育
代表团在开赛首周就捷
报频传。 在这一枚枚金
牌中， 北京跳水队的贡
献最大 ， 斩获 4金 3铜 ，
可谓全运制霸。 登上冠
军领奖台的不仅有奥运
冠军林跃、 曹缘， 也有
初露锋芒的 “00后” 小
将张家齐等， 显示出了
北京跳水的强大实力和
充实的后备力量。

张家齐一“跳” 惊人

在这次全运会上， 北京跳水队
最闪耀的明星当属13岁的小将张家
齐。 在与掌敏洁配对夺得女子双人
10米台后， 小家齐又在女子单人10
米跳台决赛中展现出超强的实力 ，
以427.45分、 领先第二名31.3分的优
势夺金， 可谓一 “跳” 惊人。 作为
中国跳水梦之队的重点培养对象 ，
小家齐将肩负起在2020年东京奥运
会为中国跳台创造佳绩的重任。

据北京跳水队领队余俭介绍，张
家齐小时候曾在少儿跳水俱乐部训
练，2011年入选北京队 ，2014年就跻
身一线队。 去年，张家齐开始参加全
国比赛，很快就以“黑马”的姿态获得
了全国冠军赛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冠
军。 凭借着出色表现，她于去年底入
选了国家队。 经过在国家队的一番
“精雕细琢”，她的技术稳定性提高了
不少。 今年的全国冠军赛，她再度力
压奥运冠军任茜、世锦赛冠军司雅杰
等名将，成功卫冕。

今年 ， 首次登上全运会赛场 ，
张家齐的表现依旧出色。 在8月22日
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 ，
她与同为13岁的上海小将掌敏洁搭
档， 一举击败该项目世锦赛冠军司
雅杰/任茜而获得冠军， 拿到自己的
首枚全运会金牌 。 仅休息了一天 ，
张家齐又参加了女子单人10米跳台
比赛。 在半决赛中， 她就以第一名
的身份晋级决赛。 决赛中， 她第一
跳便占据头名位置。 最后一个动作，
她跳出了92.80的全场最高分。 最终
轻松斩获本届全运会第二枚金牌。

“拿到冠军很兴奋 ， 很开心 。
这枚金牌意味着几年的辛苦没有白
费。” 张家齐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话

仍像个孩子， “这场比赛， 距离我
的最好成绩还差一点， 今天我第四
跳的动作水花有点扑出来了， 其他
动作没问题。”

对于能够在全运会上击败去年
里约奥运会冠军任茜等名将， 张家
齐认为， 这是因为自己年龄小， 身
体尚未发育， 所以水花压得比较好，
比较占优势。 当然， 她也明白， 这
次全运会只是她职业生涯大赛的开
始， 后面还有更多世界大赛等待她
去挑战。 “全运会赢了， 不代表我
以后都能赢。 今后还有好多场比赛，
我要做的就是跳好自己的动作， 跳
出最好的自己， 不管其他的事。” 张
家齐说。

北京跳水崛起绝非偶然

8月28日， 全运会跳水比赛全部
结束， 北京跳水队凭借老中青三代
运动员的出色表现 ， 斩获4金3铜 。
其实， 跳水在过去并非北京代表团
的优势项目， 相比广东、 上海等省
市， 实力有明显差距。

不过，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
始， 中国跳水队夺得奥运冠军的选
手中， 次次都有北京运动员的身影。
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在张家齐
拿到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后直言 ：
“北京跳水队是北京竞技体育的又一
支梦之队。” 北京跳水队领队余俭坦
言， 北京跳水的崛起绝非偶然， 这
是全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重视青
少年后备力量的培养和运动员、 教
练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北京跳水队近年来的崛起要从
两次夺得奥运会冠军的林跃开始说
起。 这名26岁的 “老将” 来自广东
潮州， 10岁来到北京， 先在清华跳
水队训练， 后来被北京队看中， 于
2004年注册成为北京运动员。 除了
两枚奥运会金牌之外， 他还在2009
年的山东全运会、 2013年的辽宁全
运会和本届全运会上， 获得多枚金
牌， 堪称北京跳水队的领军人物。

在老大哥林跃的带领下， 奥运
会男子跳板冠军曹缘也开始了快速
成长。 曹缘算是北京跳水队从小培
养出的出色运动员， 他最初在北京
体育馆路的一家跳水俱乐部训练 ，

后被北京队教练选中。
余俭透露， 北京跳水队近几年

的选材都是从跳水俱乐部开始的 ，
也会去分散在全市范围内的体操俱
乐部去发掘和选拔有天赋的运动员
改行练习跳水， 因为这两个运动有
很大的相通性。 这次在天津全运会
上绽放光芒的张家齐最初就曾短暂
练习过体操， 后开始改练跳水， 取
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在选拔出有潜质的好苗子的情
况下， 北京跳水队坚持对优秀运动
员因材施教， 确保他们以最佳的身
体和心理状态出战比赛。

拿林跃来说，这次在天津，他一
人夺得1金2铜 （金牌为男子个人全
能，铜牌为男子双人10米台以及男子
团体）。 作为一名已在运动生涯末期
的全运会“四朝元老”，林跃还能保持
如此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其恩师王霄
松功不可没。王霄松是林跃当年在清
华跳水队时的教练，对林跃的身体状
态非常了解，因此在训练中采用适度
的训练量，确保老将不会受伤。 师徒
二人相互信任，默契配合，让林跃的
运动巅峰保持得更长。

22岁的曹缘则是个悟性强、 天
赋高、 心地单纯的大男孩， 对很多
事情的认知不像同龄人那么复杂 。
为了帮助他调整赛时心理， 北京市
体育科学研究所做了不少辅助工作，
科研所的老师经常为他进行心理疏
导， 进行面对面交流， 确保曹缘能
克服心理波动， 发挥出训练水平。

13岁的张家齐去年首次亮相全
国比赛， 便在全国冠军赛中以黑马
姿态获得女子单人10米跳台金牌 ，
今年又蝉联冠军， 并于去年年底入
选了国家队。 年少成名的她很快有
了骄傲自满的苗头。 为了让小家齐
继续将精力放在日常训练中， 北京
队安排寇萌萌教练每天紧盯张家齐，
从技术和精神两个方面入手， 帮助
张家齐健康成长。

在老中青三代跳水运动员的努
力下， 北京跳水队走上了一条迅速
崛起的快速路。 全运会只是检验日
常训练成果的舞台， 未来， 期待更
多来自北京的跳水名将在奥运会和
世锦赛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