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2017.8.27-9.8

2017年9月4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刘志强 曾鸣 美编 张焱莉 特刊│05

本报天津讯 （记者 李悦
黄晖）9月 3日，在天津举行的第
十三届全运会游泳比赛进入了
第三个比赛日。作为上届全运
会男子50米和 100米自由泳的
双料冠军，我省游泳名将宁泽涛
也在这一天开始了自己的卫冕
之旅。在男子 100米自由泳的
预赛和半决赛里，宁泽涛都轻松
过关，其48秒 11的半决赛成绩
比第二名余贺新快了将近一
秒。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宁泽涛
已逐渐走出低谷，在 9月 4日晚
上的男子100米自由泳中，他很
有可能实现自己全运会卫冕的
目标。

今年 5 月从海军游泳队转
业回到河南后，宁泽涛一直在外
教布朗的指导下恢复状态。除

了参加了一次全运会预选赛外，
他一直保持着低调的作风，对外
界关于他实力恢复的疑问一律
不予回答。大家只能从他所参
加的昆士兰短池游泳锦标赛成
绩，对其现状有一些了解。

此前，由于缺席了本届全运
会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
赛事，外界就有宁泽涛状态不佳
的传言。在宁泽涛男子 100米
自由泳半决赛48秒11的成绩出
来后，这一传言瞬间烟消云散，
虽然距离其47秒65的巅峰成绩
还有一定距离，但作为目前唯一
能游进 49秒大关的国内选手，
宁泽涛依然是男子 100米自由
泳夺冠的第一热门。

对于宁泽涛目前的恢复情
况 ，布 朗 自 然 是 最 有 发 言 权
的。在 9 月 3 日的男子 100 米
自由泳预赛后，布朗表示，宁泽
涛在预赛里只发挥出 75%的实
力，相信以他的能力，在 9 月 4
日的决赛中，游进 48秒应该不
在话下。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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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9月 3日，随着中国泳坛颇具颜值的
“小鲜肉”宁泽涛在全运会游泳赛场上亮
相，天津奥体中心的游泳跳水馆瞬间变得
热闹异常。场内、场外，宁泽涛庞大而靓
丽的应援团成了现场的一大看点。

作为高热赛事，有宁泽涛、孙杨等明星
出场的全运会游泳比赛永远是一票难求，即
便是上午的预赛，每个省的媒体也仅仅分到
3张媒体席的门票，记者有幸抽到了宁泽涛
首场预赛的门票，得以见证他在本届全运会
上的第一次亮相。

一到游泳跳水馆外，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大批背后贴着宁泽涛名字、手拿应援
牌的“迷妹”们。虽然游泳比赛的门票一
票难求，但通过自己排队购票、跑腿代购
乃至黄牛的高价票，宁泽涛的应援团硬是

包揽了游泳跳水馆一侧的上层看台。
在全场粉丝的欢呼声中，男子100米

自由泳预赛，宁泽涛在第7组第5道出场，
最终他以 49秒 44列小组第一、总成绩第
二的成绩跻身半决赛，出水后的宁泽涛在
第一时间向自己的应援团鞠了一躬。

“宁泽涛就是一个暖男，他最在乎我们
粉丝的感受了。”来自山东济宁的一位小姑
娘已经支持宁泽涛4年多了，用她的话说，自
己是“始于实力、忠于人品”。

尽管年轻的粉丝多数是冲着宁泽涛的
颜值来的，但她们更希望心中的明星能够用
实力证明自己。有意思的是，这种追星效应
客观上提升了中国游泳的影响力。在宁泽涛
粉丝的朋友圈中，除了他的动态新闻外，今年
7月中国游泳队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的消息
也是“迷妹”们关注的重点，这可能是将宁泽
涛拒之门外的中国游泳队未曾想到的。③7

宁泽涛出场 应援团给力

奖牌快讯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9月 3日，随着第十三届全运会射
箭项目的比赛在天津团泊体育中心射
箭场落下帷幕，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
心较为圆满地结束了本届全运会的征
程。第十三届全运会上，河南省射击运
动管理中心共获得了2金1银1铜，与
4年前相比，虽然奖牌数未发生变化，
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大不一样。

老将殊为不易

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运会，常静
在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项目上，打
响了河南代表团全运会开幕后的第一
枪。而那届全运会，她一人就为河南
代表团贡献了两枚射击金牌。在随后
的两年时间里，常静一直是国家队的
常客，并在步枪三姿上创造过新的世
界纪录。但就在常静全力冲击里约奥
运会的参赛资格时，严重的颈椎伤病
击倒了她。错过里约奥运会，让常静
非常沮丧，她一度萌生了退意。

“这届全运会，常静是河南步手枪
项目为数不多具有全运会经验的老将
之一，对于年轻队员来说，这位大姐是
她们能安心比赛的心理支柱。”对于常
静这位河南射击队的功勋队员，省射
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宇峰也是赞不
绝口：“在女子 50米步枪三种姿势项
目上，常静能够顶住压力，克服腰伤的

困扰，实现卫冕，体现出了一名射击老
将的优秀品质。”她身上所展现的坚韧
精神，值得史梦瑶这些年轻后辈们去
学习，并作为一项特质不断传承下去。

新秀前景光明

除了老将常静在本届全运会上
实现卫冕之外，最让省射击运动管理
中心感到高兴的，还是何正阳、李进
以及冯广煜三位小将的出色发挥。

“有人说，我们能拿全运会男子 10米
气手枪团体金牌是捡了一个‘漏’，但
他们不知道，咱们在全运会预赛上排
名第六，到热身赛就上升到团体第二
了。”马宇峰承认，射击比赛确实有一
定的偶然性，但竞技项目能拿冠军，
靠的还是实力。

实际上，男子手枪曾经是河南射
击的传统优势项目，但自从名将李金
豹退役后，河南已经24年没有获得全
运会男子手枪项目的金牌了。据了
解，自上届全运会之后，河南的男子手
枪项目就开始了新一轮的重组，从教
练员到队员都是从零开始。“通过各方
推荐和综合考量，我们中心大胆起用
郑州市体校的范红涛担当男子慢射的
主教练。而这位年轻教练，仅用三年
多时间，就实现了河南男子手枪项目
的触底反弹。”马宇峰表示，通过本届
全运会，河南男子手枪项目顺利实现
了从教练员到队员的换代，重现昔日
辉煌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步手枪比赛
中，除了老将常静外，其余的奖牌以
及前八名成绩，大多是由‘90后’年轻
队员贡献的。相比河北、山东这些传
统射击强省，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后
备力量的成长。”马宇峰认为，这批

‘90后’小将，是我省射击在接下来的
东京奥运会、第十四届全运会上，继
续保持竞争力的坚实基础。相信何正
阳、史梦瑶这些年轻人，一定能在国家
射击队做好河南射击界的代表。③7

河南射击：

老将新秀 不辱使命

本报天津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
十三届全运会男排成年组决赛阶段的
小组赛，河南男排跟全国联赛的新科
冠军上海队、亚军北京队以及东道主
天津队同在A组，分组情况欠佳，但是
在9月3日晚上，河南男排却用一场大
胜拿到了小组排名第一，为下一阶段
的比赛开了个好头。

小组赛中，河南男排先是以 1∶3
不敌北京队，遭遇“开门黑”，首战受挫
的他们迅速总结调整、积极备战接下
来的比赛。9月2日晚上，对阵上海队
的河南男排气势如虹，崔建军、李渊博
等老将凭借出色的发挥带动了全队、

稳定了军心。最终，河南男排以 3∶0
力克上海队。

9月 3日晚上的比赛是小组赛的
最后一轮较量，河南男排对阵东道主
天津队。论实力，河南男排在天津队
之上，曾在上届联赛中“双杀”对手。
比赛开始后，河南男排优势尽显，在攻
防组织、小球处理以及机会把握上均
高出对手，三局比分分别为 25∶18、
25∶17、25∶13，以3∶0轻取东道主。河
南男排以两胜一负积 6分的战绩，排
名小组第一。按照竞赛规程，河南男
排将在 9月 5日迎战B组排名垫底的
江苏队，胜者将晋级四强。③5

本报天津讯（记者 黄晖 李悦）在男
子团体获得佳绩后，河南乒乓球队在单
项比赛中继续着前进的脚步。9月 3日
晚，第十三届全运会乒乓球单项比赛在
天津继续进行，河南选手夏易正以 4∶2
击败强敌北京名将闫安，闯进八强。

本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单项目，河南
派出了于何一、夏易正两人出战。在9月
2日进行的首轮比赛中，小将于何一遭遇
山东名将张继科，以1∶4败下阵来，夏易
正则轻取海南选手罗铮闯过首轮。

在16进 8的比赛中，夏易正遭遇北
京名将闫安。最终，夏易正在先失两局
的情况下，连扳四局，上演大逆转，以4∶2
淘汰闫安，闯进八强。9月4日晚9点，夏
易正将与解放军队名将樊振东争夺一个
四强席位。

此外，在当天进行的男子双打八分
之一决赛中，河南组合于何一、王林堃战
胜对手晋级八强。③7

河南男排小组排名第一
全运会乒乓球男单比赛

夏易正胜闫安
今晚战樊振东

本报天津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
十三届全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9月3日
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两天的争夺
中，河南选手魏子栋、王广甫、张鸿林
分别参赛男子铁饼、男子铅球、男子
110米栏项目，共获得两银一铜。

作为上届全运会的冠军，30 岁
的王广甫此番再战全运会铅球项
目，成绩依然达到 19.29 米，最终在
3 日晚上夺得一枚银牌。相较于老
将王广甫，两位首次踏上全运会赛
场的小将魏子栋、张鸿林的表现也
令人惊喜。9 月 2 日晚上的铁饼比

赛，在最后一掷前还排名第三的魏
子栋，顶住压力奋力一掷，以 56.73
米的成绩反超浙江选手，不但夺得
一枚宝贵的银牌，也证明了自己的
实力和心理素质。

9月 3日晚上出战男子 110米栏
的张鸿林，面对的是多名国内顶尖高
手。23 岁的他跑出了 13 秒 78 的成
绩，最终仅以千分之几秒的微弱劣势
排名第三，相当可惜。接下来的田径
赛场，上届冠军、河南女子跳远名将
许小令将登场亮相，能否卫冕引人注
目。③7

河南田径两天收获两银一铜

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宇
峰在总结此次全运会射击项目河南
代表团收获时这样说。

我们最大的收获就
是后备力量的成长。”

“宁粉”们为宁泽涛加油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赛场直击

比赛中的夏易正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9月3日，宁泽涛赛后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