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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顺全运 12 冠已追平孙杨
或将成为全运史上头号金牌王
浙江选手汪顺，在男子 4 乘 100 自和 4 乘 200 混背靠背夺冠之后，全运会金牌总数已经达到 12
块，
追平了孙杨和广东游泳名宿罗兆应，
汪顺只要再来一块，
就将成为全运史上头号金牌王。
要提醒的是：
本文仅仅是比较数量多少。
和孙杨 200 自到 1500 自全包不同，汪顺只能集中在 200 混和 400 混上发力，所以他的金牌数，大
多数来自接力项目。
汪顺的 12 块金牌分布是：400 米个人混合泳，三块；200 米个人混合泳，两块；男子 4 乘 100 米自
由泳接力，两块；男子 4 乘 200 米自由泳接力，两块；男子 4 乘 100 米混合泳接力，两块；男子 4 乘 200
米混合泳接力，
一块。
汪顺虽然已经拿到本届全运会的三金，但好几个得力项目还没比，比如他拿奥运冠军的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还有在国内无悬念的男子 4 乘 200 自接力。200 米自由泳也完全可能夺冠。显然
汪顺坐上全运历史金牌王的位置，
也就这两天的功夫了。
据新浪网

新一代女蛙王游出中国十年最佳
全运会游泳比赛开始后，上海媒体比
较落寞。昔日半壁江山的上海队，如今难
觅夺金点。
几个焦点人物，比如陆滢，在本次全运
会上，那就是为快乐而战。陈欣怡，对比全
国冠军赛时能力有下降，而且陈欣怡真要
再爆个金牌什么的，又不能深入报道。覃
海洋总是棋差一招，
争牌可以，
争金难。
好在上海游泳队，是真正有豪门底蕴
气质的老牌队伍，全面复苏或许要时日，但
强力人物不会断档多少时间。女子 100 米
蛙泳的唐钱婷，从目前情况来看，将稳守上
海队这块金牌。

12 强赛重回国家队
洛国富拼字当头
新华社阿联酋沙迦 9 月 20 日电（记者 肖世尧
苏小坡）20 日，中国男足继续在阿联酋沙迦集训，备
战 10 月 7 日与越南队的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 12 强赛。归化前锋洛国富在采访中表示，为
了重回国家队自己非常努力，会付出一切去拼出参
加世界杯的机会。
受到伤病等原因影响，洛国富上赛季在俱乐部
失去位置，也无缘中国队世预赛 40 强赛。12 强赛重
回国家队，洛国富体型比之前瘦了一圈，他为了找回
状态付出的努力肉眼可见。
“去年一年对我来说是很
困难的。最重要的是去专注、去努力，我很希望能重
回国家队。穿上中国队队服是我特别大的动力，也
是我的荣幸。
”
洛国富说。
面对越南队，洛国富表示球队上下都决心要赢
下比赛：
“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刻苦，包括前两场对阵
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但很不幸没取得好的结果，我
们只能更加刻苦。这场比赛我们目标十分一致，必
须取得胜利，所以最近训练我们十分投入，每天的训
练效果都很好。
”
对于 33 岁的洛国富而言，这几乎是他参加世界
杯的最后机会。
“这是我职业生涯以来距离世界杯最
近的一次，也是很有希望的一次。我要更加努力训
练，在训练中做到百分之百，能跑多少跑多少，我会
付出一切去把握进军世界杯的机会。
”
洛国富说。
20 日训练前，中国队全体教练员和球员向全国
人民送上中秋佳节祝福。为了心中那个目标，他们
没能阖家团圆，
至少还要在海外漂泊 20 多天。

在今天进行的女子 100 米蛙泳半决赛
里，唐钱婷游出 1 分 06 秒 02，放在整个亚
洲，
都是无可抵挡的强势战绩。
唐钱婷在东京奥运会上名列半决赛第
十，当时成绩 1 分 06 秒 63。而现在的 1 分
06 秒 02，
可以直接杀入决赛，
并获得第五。
从 2010 年以来取消快速泳衣之后，1
分 06 秒 02 是中国女子 100 米蛙泳的最好
战绩。唐钱婷全运夺金没多少悬念，主要
看她能否破掉 1 分 06 秒，进入到 1 分 05 秒
关口，这将迎来中国女子 100 米蛙泳新时
代的开启！
据新浪网

金牌教练张秀云：不断创造新
“船”
奇
19 日收官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赛艇比赛
上，东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金牌组合稳居第
一，
还在兼报的其他项目上斩获数枚金牌。
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姑娘们仍展现出压倒性
实力。
这支冠军队伍有个秘诀：走下领奖台那一
刻，
一切归零，
必须在体能和精神上取得新突破。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第一，不是第二、第三。
大家都为之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和牺牲，我们必须
拿下金牌。
”
教练张秀云说。
张秀云是国内赛艇界传奇，也是顶尖女子赛
艇教练。
现年 45 岁的她，经历过世界赛艇锦标赛与亚
特兰大奥运会的巅峰时刻，也曾在心脏病突发、
命悬一线后不顾一切投入赛事，
斩获数枚金牌。
出生在湖北武汉蔡甸的一个小村庄，张秀云
幼时家境贫寒。父母为了让她“别留在农村受
苦”，
送她去学体育。
却没想到，1993 年世界赛艇锦标赛上，从事
赛艇仅三年的她就拿到冠军。
“别人说我有天赋，但我真的练得很苦，因为
我知道父母的心愿。
”
张秀云说。
时光荏苒，岁月的沉淀让张秀云言谈举止间
流露出知性柔和的气质，但不变的是她对金牌数
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这让她至今仍旧恪守着
极度自律与完美主义精神。
东京奥运会备战阶段，女子四人双桨组合陈
云霞、张灵、吕扬、崔晓桐经历了张秀云的高强度
训练——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大雨滂沱，划两百

多公里是她们的基础目标，还要不断适应新强
度，
只为确保每次训练都比对手快 2 秒以上。
“我从来不认为那是‘魔鬼训练’，队员们要
从内心深处生出对金牌的渴望，这样训练更高
效。”张秀云说，
“ 我们在精神和体能上都取得了
突破，
奥运会奖牌势在必得。
”
“这是我们一步步艰难攀登的结果。
”
崔晓桐说。
张秀云是“四朵金花”的偶像。崔晓桐对她
拼搏的事迹早有耳闻：
“听一次哭一次，从没想过
有幸能成为她的弟子。
”
训练上，张秀云极其严格，不容马虎；生活
中，
她却“和妈妈一样，
会跟在你后面唠叨”。
队员们感激她，每次夺冠首先要去找到她，
把四枚奖牌挂在她胸前。
更多时候，队员们心疼她：
“教练身体不是很
好，但我们每场训练和比赛，她都从头跟到尾，让
我们感到安心。
”
张秀云不断对运动员强调“精神”
的重要性。
在十四运赛艇决赛最后一日，她鼓励即将参
加女子双人双桨项目的陈云霞和张灵：
“ 冲刺的
时候一定要拼尽全力，把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斗
志拿出来。
”
要卫冕奥运冠军，张秀云面临更大压力。东
京奥运会一结束，教练间的战斗就已打响，
“我每
天都要反复看好几遍对手的录像，
思考策略。
”
全运会后，四名队员终于可以休息一月，而
张秀云也将腾出更多时间来学习。
“ 人不学习是
不行的，
知识多了，
看待事物就不一样了。
”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