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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云南队选手董国建在男子 10000 米决赛中。
他最终以29分35秒46的成绩夺得冠军。

当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的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进
入第二个比赛日。 新华社发

9 月 15 日，一名参赛
选手挑着稻谷前去称重。

当日，第四届全国农
民体育健身大赛在广西全
州县举行，一场农味十足
的水稻收割竞赛精彩上
演。比赛共有5支代表队
参赛，每支代表队 60 人，
包括 40 名男性和 20 名女
性。参赛队伍要在2小时
内完成割稻、脱粒、风谷、
称重入仓等环节。

新华社发

收
稻
竞
赛
庆
丰
收

江西游泳运动员在训练中。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东京奥运会部分简化方案月底出台

9月16日，重庆当代队球员阿德里安（中）在比赛中进攻。
当日，在 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一阶段（苏

州赛区）第11轮比赛中，青岛黄海青港队对阵重庆当代队。
新华社发

一说起江西游泳，许多人立刻会想
到十几年前称霸亚洲泳坛的“仰泳王”欧
阳鲲鹏。

游泳是综合性大赛的金牌大户。作为
“小巧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游泳一度是
江西的传统优势项目，但在欧阳鲲鹏之后
的一段时间里，江西便鲜有选手在国内外
的泳池“兴风作浪”了，业内人士甚至开玩
笑说“江西游泳开始玩‘潜泳’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几个周期（四
年为一个运动周期）的人才培养和梯队建
设，江西游泳最近有了起色，一些年轻选手
开始浮出水面“冒泡”了。“（江西游泳）整体
运动水平有了提升，但还需加把劲、加把
油，爬坡越坎之后前面必有一片坦途。”9
月14日，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闫
建国这样对记者说。

“小鬼”当家
全运会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各项专

业运动的“子丑寅卯”来。
2005年南京十运会，欧阳鲲鹏以打破

两项亚洲纪录的成绩获得两枚金牌。2009
年济南十一运会，胡超100米蝶泳获得第八
名。2013年沈阳十二运会，胡逸轩获男子
200米混合泳第七名。2017年天津十三运
会，利用跨省组队政策，江西游泳在接力项
目上获得银牌、铜牌，单人项目女子100米
仰泳饶圣雪获第五名。也就是说，连续三
届全运会，历时12年，江西游泳在单人项目
上没有奖牌入账。要知道，全运会游泳大
项设32个小项，共设96枚奖牌。

“2021 年将在西安举行的十四运会，
省体育局党组看好我们的游泳项目，目标
是冲击1枚金牌。”闫建国这样说。游泳之
所以被“点将”，是因为江西游泳队伍在最
近的这个全运会备战周期有几个冲金点。

“这几年，我们持续抓教练员队伍建设和后
备人才培养，游泳队伍的整体实力在上升，
有几个处在上升通道的年轻选手。”省田径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付锋说。

有看头的项目，付锋给记者一一分
析。一个是万乐天的 100 米仰泳项目。
2004年出生于南昌的万乐天，13岁便参加
了天津全运会，出道较早。2019年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女子仰泳50米，她游出破
28秒大关的 27秒 96的成绩。今年 9月 13

日，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上，万乐天 50
米仰泳以27秒91再创个人最好成绩，还打
破省纪录。据教练透露：“相比而言，万乐
天 100米仰泳更强。”今年 6月底 7月初的
江西浩沙游泳队内部测试赛，万乐天 100
米仰泳 1 分 00 秒 00。参考 2019 年度全国
最好成绩，该成绩位列全国前几名。第二
个希望之星是今年 15岁的程玉洁。今年
省队内部测试赛，程玉洁自由泳 100米 54
秒 90，该成绩也可排进上年度全国前三。
今年的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程玉洁女
子 50 米自由泳 24 秒 92，也打破了省纪
录。另外，林亦晨女子 100 米蝶泳 1 分 00
秒69也破了省纪录。

业界人士告诉记者，江西游泳现在是
“小鬼当家”。不过，这些“小鬼”要在全运
会上有所斩获，奖牌路上的强敌不少，万乐
天的对手有“洪荒少女”傅园慧，有湖北的
彭旭玮、浙江的张雯雯；程玉洁的对手中有
广东名将刘湘。林亦晨现在的成绩与名将
张雨霏等人有不小的差距。

科学选材
过去游泳运动员选材，基本上是采取

三线（县业余体校）送二线（市业余体校），
在二线练得好才送一线（省体校）的模式。
这种“三线送二线、二线送一线”的选材模
式，目前仍在很多运动项目上采用。

游泳运动员的科学选材，是游泳赶
超世界先进水平、攀登世界游泳高峰的
重要手段之一。只有科学地优选出好的
游泳苗子，才能保证高水平游泳运动员的
成材率。

“基于江西游泳的现状，2014年开始，
我们在选拔运动员的模式上更加注重科学
性，尝试‘多条腿走路’，既保持传统但成熟
的逐级输送的模式，又开创省队直接下到
县体校挑苗子的模式，苗子可以直接从三
线到一线。”闫建国这样告诉记者。游泳项
目的科学选材除了要考虑运动员的遗传因
素，还要考虑人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
质、游泳技术等因素。

按照科学选材的标准，省田径游泳运
动管理中心当初挑中了一批“好坯子”，他
们一开始就在省队接受专业训练，基础打
得牢，总体来看效果比较理想。“队内年龄
最小的程玉洁属于出成绩最快、效果最明

显的一个。”付锋说。
程玉洁，2005年出生，景德镇人，今年

15岁的她现在个头蹿到1.82米。想起6年
前的那一幕，闫建国用“如获至宝”一词来
形容当时见到程玉洁时的心情。选中程玉
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考虑她的家庭
成员的身材高度。程玉洁的父亲 1.89米，
母亲 1.78米，当时在读大学的哥哥身高超
2 米。二是程玉洁的水感好，水上姿态轻
盈，抱水效率较高。“程玉洁现在50米自由
泳、100米自由泳都有全国前三的水平，更
让人欣慰的是，她还没有全面发育，还有很
大的潜力。”付锋说。

环境提升
游泳苗子要成为游泳尖子，需要有一

个好的成才环境，其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就
是教练。

记者了解到，江西省游泳队处在低潮
的时候，只有两三名教练员。教练员少，天
平另一端的运动员自然就少。2014年省游
泳队只有10名队员，现在有45名队员。

记者手头上有一份省游泳队现役8名
教练员的名单，分别是欧阳鲲鹏、胡超、陈
晨、李磊、黄赫，陈诗韵、饶圣雪、胡逸轩。
从年龄结构来看，8名教练员4名“80后”、4
名“90后”，年纪最大的是1982年出生的欧
阳鲲鹏，最小的 1994年出生，而且有 3人。

“8名少壮派教练员的配置，这是江西的第
一次，而且专攻各种泳姿的教练都有，可谓
体系完整，目前有些省还做不到这一点。”
闫建国说。年轻的教练精力旺盛，学习兴
趣更浓，创新求变的意识更强，可以说现在
的江西游泳队面貌一新。

一结束年度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省游
泳队马上有序准备，应对 9月下
旬在青岛举行的 2020年全国游
泳冠军赛。据悉，此次只有万乐
天、程玉洁、宋宇宽、胡逸轩 4名
运动员参赛。2019年，江西有10
名队员获得参加 2020年全国冠
军赛的资格，但主办方临时缩小
赛事规模，因此提高了参赛标
准。“10名江西游泳运动员获得
全国年度最高级别游泳赛事的
资格，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省
体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说。

“省体育局不断给我们训练单位创造
好的训练环境。现在我们既能做到‘请进
来’，还能经常‘走出去’。”闫建国说。去
年，江西游泳队到澳大利亚集训就让他们
开了眼界，大呼有收获。

澳大利亚是公认的游泳大国。2019
年 10月，江西游泳队赴澳大利亚，在澳大
利亚的奥运冠军教练迈克·鲍尔的指导
下，进行了为期四周的集训，体验了先进
的训练模式、理念。省游泳队一名教练告
诉记者，迈克·鲍尔带队员很苛刻，试训要
求非常高，训练强度特别大。他说，平常
国内的陆上训练一周两次，迈克·鲍尔一
周四次；在国内，陆上训练结束之后才水
下训练，迈克·鲍尔先水下后陆上，训练强
度明显不同。“澳大利亚之行，让大家进一
步认识到力量、体能方面的不足。今年的
冬训，我们针对体能‘短板’，分阶段尝试
运用新的训练方式，效果不错。”付锋告诉
记者。记者注意到，去年参加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时，万乐天的身材还比较单
薄，但在前不久的全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上，万乐天已有堪比傅园慧的身材，身子
更壮，力量更强。

在体育日益受到各界关注、重视的
大背景下，近年来游泳运动在我省得到
推广和普及，有的设区市甚至县区将游
泳纳入体育课的内容，有的乡镇开始建
恒温游泳池。记者了解到，2019 年全省
游 泳 池 有 411 个 ，比 上 年 度 增 加 了 24
个。过去，游泳在南方地区开展受限，主
要是因为场地不多、恒温池不够，一到冬
天，孩子们就得停止训练。“现在环境好
了，参加游泳训练的孩子多了，年度的青
少年锦标赛要限制报名人数了。”闫建国
这样说。

江西游泳不玩“潜泳”
本报记者 郁鑫鹏

据新华社东京电（记者
王子江）东京奥组委首席执
行官武藤敏郎 9 月 15 日透
露，奥组委将在本月底与国
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举行磋
商，双方有望就奥运会的部
分简化方案达成协议。

武藤敏郎在当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东京奥组
委与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
之间的会谈将在9月24日至
25 日举行，涉及奥运会比
赛、基础设施以及开闭幕式
的人员都将参加。

武藤敏郎说：“这次磋
商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就
50 到 60 个简化项目达成协
议。”据透露，整个东京奥
运 会 需 要 简 化 的 项 目 有
250个。

按照东京奥组委早些时
候的说法，双方早就已经展
开有关简化方案的谈判，250
个项目按重要顺序分成α 、
β 和γ 三大类，优先考虑的
是最重要的α 类中的大约
60个项目，应该也就是本月

底达成协议的项目。
8 月曾有媒体透露，简

化方案中，组委会希望能够
减少奥林匹克大家庭参加奥
运会的人数或者降低接待标
准，并且透露这是东京奥组
委和国际奥委会谈判的关键
一项。不过，东京奥组委希
望缩短开闭幕式时间的建议
已经遭到国际奥委会的拒
绝，但奥组委并没有放弃，他
们认为简化开闭幕式具有象
征意义。如果不出意外，这
两项简化方案应该会在月底
的协议中得到体现。

不过，关于观众问题，武
藤敏郎说在 12 月之前不会
有决定，并说双方肯定会有
一场“艰苦的谈判”。东京方
面并不愿意减少观众人数，
更不打算闭门举行。

武藤敏郎还说，东京奥
运会的简化方案，也将为未
来的奥运会定下“节约举
办”的基调，并说这是一个
让奥运会回归本源的大好
机会。

国际足联前秘书长瓦尔克面临五年监禁
新华社日内瓦9月15日电

瑞士一家法院 15 日对国际
足联前秘书长瓦尔克进行了
庭审，瓦尔克被指控在 2026
年、2030年世界杯电视转播
权交易中存在腐败行为。据
悉一旦罪名成立，瓦尔克将
面临五年监禁。

瓦尔克被指控接受贿
赂、伪造文件等多项犯罪行
为。指控中提到，在 2026
年、2030年世界杯电视转播
权交易中，瓦尔克试图让巴
黎圣日耳曼俱乐部主席阿尔
赫 莱 菲 拥 有 的 体 育 媒 体
beIN Media 低价获得转播
权，以便瓦尔克自己从中获

得“不正当好处”。
瓦尔克在法庭的陈述中

说，自从丢掉了国际足联的
工作以来，他一直“没有收
入”，并且卖掉了游艇和珠
宝，而且还要面临 10 年的

“禁足”。
“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家

人，钱也很快就烧光了。”瓦
尔克在庭审中说。

据悉，对瓦尔克的庭审将
持续至 9 月 25 日。瓦尔克
2003 年进入国际足联，2006
年曾被解雇过一次，但 2007
年重新受聘担任国际足联秘
书长，外媒曾称其为时任国际
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左右手。

9月16日，甲A参赛选手在钓鱼比赛中。
当日，2020年“武夷山水”全国郊野钓鱼大赛在闽北武夷

山市齐云峰景区情人湖水域开赛。本次比赛设甲A和甲B两
个组别，来自福建、江西、湖北、河南等六省共248名选手将在
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展开角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