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27日 星期三 广告
责编/楼世宇 李秀芹

美编/徐哨 照排/陈鸿燕
体育 A15

!"#$ %&'(

)*+,

!-./01/2345!"#$%#&!
!!"#$%&'()*+,-.-/-

!678!"#$%&'()*
+,-./012345678
9:;;<=>?>@-:A;B.CDCC-

9:;<

=>=?

@,AB

!"#$%&'()*+,
-!./01234'56
7889:;<=>.?@A$.
BC?DEF4GHIJKL
9MNO.PQRSTUVW
X .- Y 7ZZ[7\H[]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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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xy%V4&P7P
('y'&(P)yby*
$"""kbK+,z,9b
7J_8Z]..Z8Hn o t

679H\T

!DE-*UIF3./$h)
&O"&'O0l1P*+&,
!DEC01VW)&O"&'
<=C*>1sM ?̂L\l
LP>1sR/%@A-::;D-D
;D:C::-P*+&,
!VWX&'V2&(3&sPs
/4B-DADD-A.(;C-:.(:5P&
(6\27&(P3&8927
:; <̂r =̂>&(*+&,

宁波帆船帆板运动从10多年
前开始蓄力。在2010年第14届浙
江省运动会帆船帆板比赛中，宁波
队一举夺得13枚金牌11枚银牌。
2012年，这批夺牌小将成为浙江省
帆船帆板队的主力军。如今7年过
去了，他们在国家队崭露头角。

去年雅加达亚运会帆船比赛中
国选手拿到3枚金牌，毕焜获男子
RSX级金牌，29岁的里约奥运会亚
军陈佩娜取得女子RSX级金牌，宁
波运动员陈昊搭档谭越在男女混合
RS1级比赛中夺冠。陈昊是所有夺
冠运动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目前有6名宁波帆船帆板运动
员在国家队集训，其中帆板2名：陈
昊、李涛；帆船49人级4名：张朦朦、
周志博、洪伟、张涛。宁波本土教练
钱红也进入国家队担任49人级领
队。钱红说：“6人正在积极备战东
京奥运会选拔赛，争取获得参赛资
格。这是多年以来宁波籍帆船帆板
运动员进入国家队最多的一次。我
作为领队，目的就是更好地帮助他
们实现梦想。”

本报讯（记者 邹鑫）昨日，2019年全国
游泳冠军赛暨世锦赛选拔赛继续在青岛进
行。在200米男子自由泳决赛中，宁波运动
员汪顺以1分47秒35获得铜牌，另外一位宁
波选手钱智勇以1分50秒07排在第七名。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游泳部
主任袁守龙说，今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特别
关键，因为涉及到国内优秀运动员参加世界
锦标赛A标、B标的资格赛，也是决定他们能
否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最关键比赛，所
以意义非同寻常。

本次全国冠军赛汪顺总共报了4个个人
项目，除了擅长的200米个人混合泳和400米
个人混合泳外，还有200米自由泳和100米蝶
泳。

昨天的200米男子自由泳决赛竞争激
烈，除了孙杨，去年在亚运会上崭露头角的山
东选手季新杰也引人瞩目。孙杨是男子200
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保持者，比赛
中，他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始终保持着领先优
势，最终以1分45秒 73的成绩达到奥运A
标，并获得世锦赛参赛资格。季新杰游出了1
分46秒27的个人最好成绩。汪顺在发烧还
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游出1分47秒35，距
离自己的最好成绩相差0.14秒。

汪顺爸爸汪严守认为，汪顺基本发挥了
水平。“率先参加200米自由泳项目，有助于
他更快进入状态，接下来还要参加混合泳主
项的比赛。”

汪顺今年的冬训质量很高。他先是前往
美国参加了短期技术培训，后又跟随朱志根教
练两次上高原训练，技术水平和能力得到提
升。今天上午9点，汪顺将参加主项200米个
人混合泳的预赛。2018年12月，汪顺曾在杭
州游泳世锦赛（25米）该项目的决赛中夺冠。

宁波帆船帆板运动员
入选国家队人数创纪录

记者昨日获悉，目前我市有6名帆船帆板运动员
正在国家队集训，备战即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帆船
帆板选拔赛。这是该项目宁波运动员入选国家队人
数最多的一次。

7位本土体育人
入选国家队

3月 21日，2名宁波帆板运动员陈昊 （1999 年出
生）和李涛（1995年出生）结束了在海口的冬训，前往
西班牙。钱红说：“中国帆板已经获得了奥运会参赛资
格。陈昊和李涛有3个关卡——将在西班牙、法国和日
本举行的世界杯赛，优胜者有资格代表中国队参加东京
奥运会。”

帆船49人级的4名宁波运动员结束了在深圳的冬
训后前往汕尾。据钱红介绍，这些孩子都曾获得过全国
冠军。在去年12月的全国帆船帆板锦标赛中，洪伟和张
涛搭档获得冠军，周志博、张朦朦获得亚军。“中国帆船帆
板队还没有拿到帆船49人级的奥运会参赛资格。大家
需要在今年11月新西兰世界锦标赛和2020年3月在我
国举行的亚洲锦标赛中去争取。”

1996年，钱红代表中国队出征亚特兰大奥运会帆板
比赛，最终取得第12名。此后他拿起教鞭，开始为宁波
培养帆船帆板选手。23过去了，钱红期待弟子在奥运
会、亚运会上扬帆起航。“不光是东京奥运会，我们还把目
光瞄准了将在象山松兰山举行的2022年杭州亚运会帆
船帆板比赛，希望有宁波运动员代表中国参赛。”

记者 邹鑫

瞄准东京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

全国游泳冠军赛
汪顺200米自由泳夺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