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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聚焦

赛场直击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保一争二”，这是第十三届全
运会散打项目开赛前，河南省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给省散打队定的保底
目标。作为国内武术散打界一支不
容忽视的力量，河南散打队一直保
持着极强的竞争实力，每届全运会，
他们都是河南代表团最为稳定的一
个夺金点。但即便是国内公认的顶
级强队，在全运会上，河南队也不敢
有过多的奢望。毕竟，在仅设 5枚
金牌的前提下，面对虎视眈眈的陕
西、四川、山东、安徽等豪强，河南队
能够稳守一枚金牌就已经不错了。

正是抱着这种沉稳的心态，河
南散打队于 9月 1日开始了本届全
运会的征程。三天的比赛过后，回
首一望，河南队欣喜地发现，自己居
然闯进了三个项目的决赛。“在本届
全运会能进入三个项目的决赛，除
了公平公正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

咱们的队员发挥出了自己最强的实
力，关键时刻敢打敢拼，淘汰了诸多
强队。”对此，河南散打队总教练刘
海科把队员们好好夸了一番。

创造全运会散打项目历史最佳
战绩的机会就在眼前，无论教练员
还是队员自然都不会轻易错过。从
决战的前一天起，战术制订、赛前训
练、医疗保障，所有的一切都在围绕
全取三金努力。

各方面的苦心备战，在9月4日
的决赛赛场上终于有了回报：女子
小团体、男子单项60公斤级强势取
胜。男子小团体虽然遭到了北京队
的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以 3∶2惊
险夺金。

一届全运会豪取三金，河南散
打队的出众表现，让现场的外省媒
体一片赞叹，一位陕西记者更是戏
言：“如果全运会有 20枚散打金牌
的话，那么河南在金牌榜上早就位
居前列了。”

在创造了河南散打全运会的最
佳战绩后，刘海科依然保持着谦
逊。他认为，成绩之所以这么好，是
因为河南散打多年来所坚持的“省
队市办，市队校办”模式，已经到了
开花结果期。

“感谢队员和教练组的努力，更
感谢省体育局以及郑州市体育局的
大力支持。”刘海科表示，这次的三
金收获，虽然会给下届全运会的备
战带来不小的压力，但省散打队会
积极地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争
取在今后的比赛中收获更好的成
绩。③7

散打三金如何铸就

咱们的队员发挥
出了自己最强的实力，
关键时刻敢打敢拼，淘
汰了诸多强队。”

——河南散打队总教练刘海科
把队员们好好夸了一番。

本报天津讯（记者 李悦 黄晖）
9月 4日，第十三届全运会武术散打
比赛在天津农学院体育馆结束了最
后的较量。在总教练刘海科带领
下，以塔沟武校学员为主的河南散
打队一举收获 3金 1铜，其中包括
男、女团体两枚金牌，显示了河南散
打队强大的综合实力。

第十三届全运会散打比赛共设
5枚金牌，分别是女子小团体、男子
小团体和男子单项60公斤级、75公
斤级和90公斤级，共有25支代表队
132名运动员参赛。

5个项目中，河南散打队分别闯
进了男、女小团体以及男子单项60
公斤级的决赛，他们的对手有安徽、
北京以及河北这些强队。

在首先进行的女子小团体决赛
中，河南前两位出场的范千慧与贺
晓朵展现了极强的实力，都干净利
落地以 2∶0战胜对手，这样河南队
就在三局两胜制的团体战中战胜安
徽队，取得全运会女子小团体的金
牌。

随后进行的是男子小团体决
赛，河南对阵的是实力强劲的北京
队，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在率先
进行的两组大级别比赛中，实力占
优的河南队获得连胜，大比分以2∶0
领先。不过，随后进行的两组中量
级比赛，北京队又顽强地将大比分
扳成了2∶2。最为关键的第五局比
赛，河南队56公斤级的申国顺顶住
了压力，用出色的抱摔技术，占绝对
优势获胜。河南散打队终于以3∶2
战胜北京队艰难收金。

连获两金后，河南队又迎来了
第三个夺金点——男子单项 60公
斤级比赛，在这个级别上，河南选手
孔洪星是夺冠的第一热门。在与河
北选手王雪涛的比赛中，孔洪星以
硬朗的作风和出色的躲闪技术占据
上风。又是一个2∶0，河南散打队拿
下第三枚金牌。

河南散打队还在男子 75公斤
级项目上收获一枚铜牌。3金1铜，
这是河南散打队在历届全运会上取
得的最好战绩。③6

本报天津讯（记者 李悦 黄晖）47
秒 92！9月 4日晚，第十三届全运会男
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当河南名将宁泽
涛第一个触壁时，天津奥体中心游泳跳
水馆内欢呼声尖叫声响成一片。经历
了近一年的沉寂后，“亚洲飞鱼”宁泽涛
终于在自己成名的舞台上再次崛起，用
全运会卫冕的成绩回击了外界对他的
猜疑。

折戟里约奥运赛场，缺席布达佩斯
游泳世锦赛，过去的一年，对于宁泽涛来
说堪称煎熬。由于一些外界未知的原
因，作为喀山世锦赛冠军的宁泽涛即便
成绩达标，也依然被中国游泳队拒之门
外，从而失去了在世锦赛卫冕的机会。
外界的种种流言，让生性敏感的宁泽涛
选择了沉默，很长时间他都不接受任何
媒体的采访，开始了封闭的自我保护。

在5月底从海军队转业后，宁泽涛
回到了河南省游泳队，决定代表自己
的家乡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的游泳赛
事。除了回国参加了一次全运会的资
格赛之外，宁泽涛一直都在澳洲跟随
外教布朗集训。蛰伏中的宁泽涛，默
默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宣告自己的回
归。

四年前的第十二届全运会上，宁泽
涛一战成名，连获男子100米、50米自

由泳冠军，开启了他的成名之路。四年
后，处于低谷的宁泽涛再次来到全运会
赛场，没有什么比这个舞台更适合让他
来重新证明自己了。

半决赛 48秒 11，名列第一闯入决
赛，9月3日首次亮相全运会赛场，宁泽
涛就用实力表明，他依然是国内自由泳
短距离项目的第一人。

在9月4日晚的男子100米自由泳
决赛中，宁泽涛出发落后，但他在半程
过后就以 0.42秒的优势完成转身。此
后，一路领先的宁泽涛没有给任何对手
机会，在成功卫冕的同时，也宣告了王
者归来。

宁泽涛决赛夺冠的 47秒 92，
虽然距离他巅峰时代的47秒65
还有一定差距，但他重回亚洲
之巅已经是不容反驳的事实。

在 实 现 全 运 会 男 子
100米自由泳的卫冕后，宁
泽涛算是暂时卸下了身
上的压力，“我游得很
快乐！”这是宁泽
涛在赛后新闻发
布会上对自己心
情的描述。

接下来这位
“亚洲飞鱼”将继
续自己的全运会
卫冕之路，至于能否在 9 月 6 日晚上
的男子 50米自由泳比赛里夺冠，具备
游进 22秒实力的宁泽涛表示，会尽力
一试。③5

47秒92！
宁泽涛上演
王者归来

□黄晖 李悦

宁泽涛又夺冠了，成绩不俗，优

势明显！

从折戟里约，到离开国家队，再

到从海军队转业，淡出公众视野的

宁泽涛始终是沉默的，即使在布达

佩斯游泳世锦赛期间，面对央视名

嘴的“微博追杀”，也是以一封律师

函回应，绝不废话。

但沉默绝非沉沦。没有人知道，

在遥远澳洲的那方泳池里，宁泽涛究

竟付出了多少，只能从教练布朗的谈

话里寻出一些端倪：“他每天4点多就

起床了，训练非常刻苦。”最终，命运给

了这个在逆境中奋力击水的男人第二

次机会——在全运会上王者归来！

宁泽涛的夺冠，不单是很多人认

为的“打脸央视名嘴”，更重要的还在

于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他多次用完

美的表现，展现了状态的复苏，展示

了能再次为国效力的实力。

上届全运会，宁泽涛以双双打

破亚洲纪录的成绩获得男子 100 米

自由泳和 50 米自由泳两枚金牌，随

后他一骑绝尘，在世界赛场上打破

了欧美选手在短距离自由泳项目上

的垄断。而在宁泽涛淡出之后，中

国游泳短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空

白”始终无人能填补，缺少一名短距

离自由泳高手的“短板”，甚至影响

到了接力项目的成绩。这一点，在

刚刚结束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

已经有所体现。

因为一单“违规广告”，宁泽涛

一度从巅峰落入谷底，付出了足够

沉重的代价。时过境迁，再纠结对

与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国家体育

总局新任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刘

大庆也曾表示，“国家队对所有愿意

为国效力的人开放”。但愿这对于

宁泽涛重回国家队来说，是个好消

息。③6

中国游泳需要宁泽涛

本报天津讯（记者 黄晖 李悦）“得
之不易啊，姑娘们的表现非常棒！”9月
4日，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姚海涛
对记者感慨道。当天，在天津奥体中
心，第十三届全运会田径比赛的第三个
比赛日里，由段丹丹、梁瑞、侯永波、杨
培丽、苏文秀、孙红存以及颜宇组成的
河南队，在女子 20公里竞走团体项目
的比赛中勇夺金牌。

已经收获两银一铜的河南省田径
队终于在第三天“见金”，姚海涛看起来
轻松了一些，继续跟记者说起这枚金牌
的得之不易：“组队很复杂，比赛讲究
多，是教练、队员齐心协力拿下了这枚
金牌。”

全运会竞走比赛女子团体项目的
比赛，需要每队派出4名成年组选手和
3名青年组选手，成年组选手走 20公
里，按成绩取前三名；青年组选手走10

公里，按成绩取前两名，然后成绩叠加
作为总成绩排定名次。在成年组的比
赛中，前三名中就有段丹丹和梁瑞两位
河南选手，而在青年组的比赛中，河南
选手苏文秀排名第二。最终，河南队的
成绩为 6小时 01分 53秒，以 8秒的优
势力压夺冠热门陕西队，成功夺金。应
该说，河南队是赢在了整体实力上。

河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曾培养
出黄庚这样的跳远名将以及多位全运
会冠军，但女子竞走却是河南田径不
折不扣的“新项目”。“上次全运会之
后，我们确定将女子竞走作为着力发
展的项目，其实就是从无到有，这 4年
来选苗子、建队伍、抓训练，很不容
易。”姚海涛说。

经过4年努力，河南女子竞走队如
今已堪称劲旅，有5名队员进入国家队
和国家青年队。③5

四年耕耘 津门怒放

女子20公里竞走河南团体夺金

全运会散打赛场传捷报

河南收获三金一铜

全运快评

宁泽涛成功实现卫冕⑨6

宁泽涛在比赛中⑨6

河南队在女子20公里竞走团体项目比赛中⑨6

大获丰收的河南散打队⑨6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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