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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是听老队员说，年纪大了，
心态必须保持年轻。真没想到，有一天
这句话也会从我嘴里说出来。”在一次
接受采访时，汪顺笑着说出这番话。经
历过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
约奥运会后，再度征战奥运的汪顺已经
是中国游泳队里的老将。

今年5月6日，在全国游泳冠军赛
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男子200米个人
混合泳决赛中，汪顺以1分56秒78的
成绩率先触碰。这是他自2011年以来
第10次获得该项目全国冠军，并实现
九连冠，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本次冠
军赛，汪顺还夺得了男子400米个人混
合泳金牌和男子200米个人自由泳金
牌，并且三个夺金项目的成绩均达到了
东京奥运会游泳A级标准。

没有从事过体育训练的人，很难完
全理解每一项亮眼的成绩背后，运动员
要付出多少汗水。27岁，这个年龄在游
泳赛场已经不再年轻。汪顺坦言，年纪
增加带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体恢复
的情况：“以前睡一觉，体力恢复了，力
量还长了，第二天整体状态都会特别
好。现在睡一觉，身体感觉没有恢复过
来，力量还掉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情。”

虽然身体力量无法与几年前相比，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比赛还

是训练，所掌握的经验是
越来越丰富了，“以前

自己状态不好的时
候，会不知所措，
现在就很清晰应
该做些什么，

更加了解自

己了。”汪顺说。
2020 年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延

期，也造成了国际大赛纷纷取消。但汪
顺与队友们的冬训拉练并没有取消，去
年他们在千岛湖集训长达半年多。

“去年以来，汪顺在千岛湖训练的
时间最长，超过了半年。去年10月初
转场到上虞游泳馆，在上虞训练了4个
月左右。今年3月参加全国游泳争霸
赛广东肇庆站之后，去云南昆明进行了
一段时间的高原训练。”汪顺的爸爸汪
严守告诉记者，因为疫情的原因，国家
队管理更加严格，因此即使在省内千岛
湖、上虞等地集训，自己去探望儿子的
次数也屈指可数。

最近一年多来，汪顺一直在著名游
泳教练朱志根麾下训练。今年冬训期
间，汪顺重点加强了蛙泳和仰泳这两个
短板泳姿的训练量，不断摸索该如何调
配体能。“目标是让自己在比赛中，四个
泳姿都能发挥到一个稳定的水准。”

朱志根教练对汪顺的评价是：“我
在与不在他都会很努力地训练。汪顺
是个特别自觉、自律的队员，他的训练
任务肯定可以很好地完成，我一直对他
很放心。”

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汪顺没有丝
毫的懈怠。“每天游到最后，很难受很难
受，感觉内脏都在燃烧。但是游完之后
又会感觉很爽。”说到近期的训练，汪顺
表示，每天向身体承受力的极限发起挑
战的同时，内心也变得越发强大，“我感
觉每一天都在变强大。每天经历很多
事情，每天会有不一样的训练计划，不
断地积累经验，感觉也是在给内心一个
升级。”

第三次征战奥运会
“泳池蛟龙”汪顺再出发

因为疫情
父母不能去东京助威

运动员训练和比赛认真刻苦，
并不代表着生活中僵化刻板。十多
年来，汪顺在全国体育爱好者的心
目中一直是“微笑王子”，即使再艰
苦的比赛过后，他展示在大家面前
的都是阳光灿烂的笑脸。

训练间隙，汪顺偶尔也会在微
博和微信朋友圈发一些感慨，或者
发一些有趣的动态。汪顺出生于
1994年2月11日，过生日的时候他
常常会向父母表示感恩之情。前年
25岁生日的时候，他在个人微博上
写道，“25年前的今天，老妈辛苦
啦”，并且晒出了在游泳池边和父母
的合影。

而多年以来，汪顺的父母也习
惯了做“空中飞人”——无论儿子到
哪里集训和比赛，都尽可能去现场
为儿子呐喊助威，从国内的全国锦
标赛、冠军赛、全运会，到世锦赛、奥
运会等，他们都曾在看台上为儿子
加油。“国内能去现场看的比赛都去
过，国外也去看过多次，包括里约奥
运会。”汪顺的爸爸汪严守说。

不过今年东京奥运会，由于疫
情原因，汪顺的父母不能去东京现
场助威了。“去年以来，我们就很少
去看他训练了。不过现在微信很方
便，儿子有空的时候就和我们聊一
聊。马上要出发参加奥运会了，最
近他和我们说一切都挺好的，出发
去东京的时间应该是7月19日。”
汪严守告诉记者，“微信视频聊天的
时候，我感觉儿子精神气都不错。
他自己也表示，行动听从队伍安排，
比赛尽最大努力做好过程。”

这次不能去东京给儿子加油，
汪严守就把家里的电视机更新换
代，换了一个更大的，他希望第一时
间在电视转播镜头里见证儿子最好
的表现。

记者 戴斌

2016 年里约奥
运会游泳比赛中的
一幕还深深印在体
育迷的脑海里：男子
200米个人混合泳决
赛，宁波小伙子汪顺
以“逆袭”的方式，最
后 50 米自由泳从第
七追到第三，夺得铜
牌！那是历届奥运
会以来，中国男子混
合泳选手获得的首
枚奖牌。

转 眼 5 年 过 去
了，27岁的汪顺将第
三次踏上奥运会的
征程，他的赛程是：7
月 25 日 9:25，男子
400 米混合泳决赛；
7月30日9:25，男子
200米混合泳决赛。

“这可能是我人
生中最后一届奥运
会了，我会尽全力去
搏一把。”汪顺说，
“运动员的目标就是
冠军，我能够代表国
家出战，觉得是一件
非常自豪和荣耀的
事情。我期待国歌
响彻在东京。”

选拔赛三项成绩达到奥运A标

自律的汪顺游到自律的汪顺游到““内脏都在燃烧内脏都在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