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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斌）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国际
泳联冠军游泳系列赛布达佩斯站比赛结束。孙杨、
傅园慧等名将退出了本站赛事，参赛的中国选手成
绩不尽如人意，只有王简嘉禾收获女子400米自由
泳银牌，徐嘉余获男子200米仰泳季军，宁波选手
汪顺参加了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以1分58
秒54名列第四。

国际泳联为了让运动员能够尽可能多获得奖
金，在2019年推出全新赛事——游泳冠军系列赛。
该系列赛全年分为三站，只针对于名将。第一站的
比赛4月27日和28日在广州率先打响，中国队收获
了10枚金牌，其中叶诗文、徐嘉余、孙杨、傅园慧各
获得2枚金牌，汪顺和张雨霏每人拿到一金。

布达佩斯是系列赛的第二站，中国队为了更好
地备战世锦赛，只是选择性派遣了几名选手出战。
由于针对此站比赛的备战和调整不够充分，以及时
差等原因，最终没有金牌入账。第一个比赛日，王
简嘉禾和李冰洁携手出战女子400米自由泳。李
冰洁仅游出4分12秒39，这个成绩与她的赛季最
佳成绩4分03秒29相差甚远。而王简嘉禾尽管在
前100米游程耗时59秒88位居首位，遗憾的是后
程乏力，最终以4分07秒50获得亚军。在第二天
的比赛里，徐嘉余以1分59秒74获得男子200米
仰泳第三，李冰洁以1分59秒26获得女子200米

自由泳第四名。
宁波名将汪顺参加了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的比赛，与美国选手卡利兹、瑞士选手德斯普兰切、
德国选手亨特兹同场竞技，最终德斯普兰切以1分
57秒 01获得冠军，汪顺以 1分 58秒 54获得第
四。汪顺在全国冠军上曾游出1分56秒66的今年
世界第一好成绩，但在布达佩斯站较量中后半程不
够给力，四个分段成绩依次是25秒20、30秒25、
35秒01和28秒08。

毕竟冠军系列赛不是中国游泳队当下的重要
目标，7月份的韩国光州世锦赛才是备战重点，期
待汪顺和队友们在世锦赛上有出色表现。

本报讯（记者 邹鑫） 2019年瑞士女排精英赛
当地时间13日在蒙特勒开战，中国队首战日本队。

据悉，此次中国女排并未派主力阵容出战，而
是将全队分成两组，教练员安家杰率领其中一组参
加瑞士精英赛，总教练郎平带领的另一组人马目前
还在北仑集训。据北仑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工作人员透露，留守北仑的这部分女排队员将于本
月16日离开，前往北京备战世界女排联赛。

本届瑞士精英赛，中国女排与日本、德国、波兰
三强同分在A组，只有跻身小组前两名才能晋级
半决赛。据了解，这次日本队和波兰队均以主力阵
容出战，而中国女排的12人阵容中仅保留了林莉1

名奥运冠军，去年参加过世锦赛的李盈莹、胡铭媛
和杨涵玉挑起了重担。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
排姑娘来说，想要从对手身上拿分并不容易。

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安排，总教练郎平表示：
“第一期集训的运动员练得比较多，希望能够给她
们更多参赛机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参加瑞
士和巴西两站的比赛。”剩下的队员目前留在北仑，
郎平认为今年大赛任务较多，重中之重是将于8月
在北仑举行的奥运会资格赛，“所以大家在训练方
面都非常投入，注意力也非常集中。”郎平说。

谈及接下来中国女排的训练计划，郎平表示，
节奏很紧张，“根据全队的需要多方面做一些强化。”

本报讯（通讯员 王和平/文 李欢腾/
摄） 2019年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选拔
赛暨北仑区全民健身大联赛第五届职工运
动会乒乓球积分赛前天落幕。来自北仑全
区的 200 余名好手参加了 5个组别的比
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12
岁。据悉，该比赛是北仑区的传统赛事，每
年举办，今年的比赛创下了历届参赛人数
最多的纪录。

新人主打 中国女排角逐瑞士精英赛

全民健身 乒乓大战

百人组团 国球争霸

本报讯（通讯员 谢琳峰 记者 施代
伟 文/摄）“加油，好球！”12日，宁波市体
育中心综合运动馆乒乓球馆内人声鼎沸，热
闹非凡。当天，2019年宁波市“联合动力
杯”乒乓球团体争霸赛在这里举行，来自全
市的22支队伍110名选手参加了这场民间
高水准的乒乓球对决。经过一天的争夺，良
益俱乐部、四个一队、三水湾俱乐部、蛟川书
院队、龙望一队、日盈食品队分获本次争霸
赛一至六名。

国际泳联冠军系列赛布达佩斯站

中国选手整体表现低迷
汪顺名列200米个人混合泳第四

汪顺汪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