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7月28日落幕的韩国光
州游泳世锦赛上 ， 中国游泳
队斩获了3金2银2铜。 赛后，
孙杨恩师、 中国游泳队资深
教练朱志根对队伍整体表现
给予肯定。 “这次的世锦赛
是检验东京奥运会的前奏曲。
总体来讲 ， 基本完成任务 。”
朱志根说 。 他表示 ， 明年东
京奥运会， 无论是训练计划
还是时间安排等方面 ， 都需
要充分了解和适应 。 此外 ，
通过这次比赛也更了解对手，
中国队有希望争取金牌的项
目要重点研究探讨。

游泳世锦赛
为东京奥运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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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队发挥正常
女队状态待调

与两年前的布达佩斯世锦赛
一样， 本次游泳世锦赛， 中国男
队继续闪耀泳池。 孙杨在400米
自由泳项目上获得四连冠， 后在
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成功卫冕，
徐嘉余成功蝉联男子 100米 仰
泳冠军。 此外， 闫子贝的蛙泳四
次打破、 一次追平亚洲纪录， 其
中男子100米蛙泳更是为中国男
子蛙泳拿下21年后的首枚世锦赛
奖牌。

朱志根表示， 对明年东京奥
运会来说， 这一表现鼓舞士气。
不过在欣喜之余， 朱志根指出 ，
这次比赛中国队也有出现犯规等
问题。 虽然出发、 接棒等环节在
训练时都练了， 但比赛时容易因
紧张而失误。 这方面需要学人之
长、 补己之短。 他还特别点出，
孙杨的200米自由泳金牌， 是在
决赛第一的立陶宛选手拉普西斯
出发犯规后 “失而复得 ” 的 。
“虽然立陶宛选手犯规， 但对孙
杨来说这是个警钟， 毕竟对手成
绩是1分44秒69， 他还需要再努
力。” 朱志根说。

在女队员里， 朱志根认为叶
诗文的表现最贴近平时训练水
平。 他表示， 毕竟叶诗文有一段
时间没有系统训练了， 赛前到美
国外训时训练水平可以， 有氧方
面训练比较系统， 状态已经慢慢
回暖， “接近霍苏了， 明年东京
奥运会还是有机会去争400米混
合泳金牌 ”。 对于其他女队员 ，
包括傅园慧、 获得1500米自由泳
铜牌的王简嘉禾在内， 朱志根表
示虽然平时训练很好， 但比赛时
发挥得都一般。 所以， 赛前如何
提前调动状态、 如何科学合理地
安排赛前准备， 值得探讨。

外训成效不佳
东京避免弯路

为了备战本届世锦赛， 中国
游泳队的绝大部分主力赛前都前

往美国， 在不同的俱乐部里接受
6周左右的特训， 训练的计划和
内容均由外教决定。 队员在6月
底陆续回国， 由自己教练完成赛
前的调整训练。

以首次参加世锦赛的何峻毅
为例 ， 朱志根指出上半年他的
100米自由泳能到48秒10。 但从
美国回来后， 由于种种原因， 他
在世锦赛 100米自由泳半决赛
“后面20米已游不动了”， 最终仅
以48秒67无缘决赛。 此外， 汪顺
的200米混合泳成绩也同样不尽
如人意， 而日本选手濑户大也以
1分56秒14夺得男子200米混合泳
冠军， 而按照正常情况， “汪顺
进入决赛前三还是有希望的”。

“运动员不系统训练、 不加
大运动量， 想要比出好成绩是很
难的。” 朱志根说。 他表示， 这
次出国训练算是一次尝试。 “虽
然 我 没 有 去 ， 但 通 过 每 天 视
频 交 流 ， 感觉练得不到位 ， 下
次要吸取教训， 东京奥运会前不
要走弯路。”

人才储备“告急”
需下苦功解决

无论是以孙杨、 徐嘉余为代
表的运动员还是以朱志根为代表
的教练员， 一致认为在短距离自
由泳项目的后备人才面临断层。
世锦赛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
中国队由孙杨、 季新杰、 汪顺和
徐嘉余组成， 其中混合泳好手汪
顺和仰泳世界冠军徐嘉余都是兼
项。 中国队最终获得奥运参赛资
格， 但徐嘉余放弃了在主项男子
200米仰泳上争夺奖牌的机会 。
“短距离自由泳确实男女都缺人，
全国水平提高还是比较慢。 比来
比去， 还是孙杨、 徐嘉余、 叶诗
文、 闫子贝， 后面就一个王简嘉
禾。” 朱志根说。

他表示， 过去训练经常是大
运动量， 但目前地方队训练量只
有五六千米， “应该提高训练强
度”。 此外， 这些年涌现出的游
泳好手几乎都来自浙江队， 这也
让 朱 志 根 很 着 急 。 他 指 出 ：
“‘全国一盘棋’， 怎么把这 ‘一
盘棋’ 走好， 这是游泳中心要下
苦功解决的问题 。 虽然我退休
了 ， 也是想再培养几个苗子出
来， 为中国游泳做点贡献。”

据新华社

孙杨恩师朱志根：

男子项目： 3金1铜
孙杨 ： 200米自由泳金牌 、

400米自由泳金牌、 800米自由泳
第6名

徐嘉余 ： 100米仰泳金牌 、
50米仰泳第6名

闫子贝 ： 100米蛙泳铜牌 、
50米蛙泳第6名

汪顺： 200米混合泳第6名
季新杰： 400米自由泳第7名
女子项目： 2银1铜
叶诗文： 200米混合泳银牌、

400米混合泳银牌、 200米蛙泳第
4名

王简嘉禾： 1500米自由泳铜
牌、 400米自由泳第5名、 800米
自由泳第6名

于静瑶： 100米蛙泳第5名
杨浚瑄： 200米自由泳第5名

附
中国游泳队世锦赛

进入决赛选手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