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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网：王蔷晋级第二轮

8月27日，在2018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
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蔷以2∶0战胜斯
洛伐克选手里巴日科娃，晋级第二轮。

（据新华社）

王蔷在比赛中回球王蔷在比赛中回球。。

中羽俱乐部甲级联赛瑞昌开拍
本报瑞昌讯 （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雷勉

鸿）8月28日，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瑞昌
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羽毛球俱乐部甲级联
赛在瑞昌市体育公园体育馆挥拍开赛，来自
全国13支球队191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
赛程里展开激烈角逐。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甲级联赛是仅次于中
国羽毛球超级联赛的国家级羽毛球赛事。本
次高规格赛事不仅是俱乐部之间的技艺比
拼，更是明年进入超级联赛的资格赛，因此吸
引了众多羽毛球高手参赛。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10多位前世界冠军、前奥运冠军以教练
员的角色参与其中。比赛项目为五场制混合
团体，包括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
小项，分小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直至
决出所有名次。

作为此次联赛的东道主，目前江西唯一
的羽毛球甲级俱乐部——江西瑞昌羽毛球甲
级俱乐部此次共派出16名运动员参赛，包括
3名国家羽毛球队队员、2名高水平日本籍外
援。“我们这一次参赛，一个目标是以赛代练，
另一个目标就是冲超。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个
目标，江西将有一支真正的本土超级球队。”
江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松涛说。

瑞昌市正着力探索和实践以“体育+”助
推第三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他们把羽毛球运
动作为体育产业“一县一品”的重点来推进，
已取得良好成效。目前该市已建有室内羽毛
球场地 100 多片，全市注册羽毛球会员 1000
多人，有羽毛球国家一级裁判 60 名、国家二
级裁判40名。

全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南京站

江西小将黄浩远男单男双皆问鼎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8月28日记者从

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获悉，该中心运动员黄
浩远在8月26日落幕的中国网球协会耐克青
少年网球巡回赛南京站的比赛中，不仅获得
了U16组男子单打的冠军，还与外省的队员
宋智鹏一道协同作战，取得了U16组男子双
打的桂冠。此外，我省另一名队员户华梃获
得了U16组男子双打的亚军，他还进入了单
打四强。

近年来，我省青少年网球训练比赛经费
投入不断加大，网球训练基础设施逐年完善，
以赛代练、赛练结合的训练体制日渐成型，网
球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随着
我省网球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日益完
善，每年的网球运动员注册人数逐年增多，网
球新生代中的尖子球员不断崭露头角。

女团轻松夺金 男团七连冠
亚运乒乓球团体赛开战

新华社雅加达 8 月 28 日电 时隔八
年，以妈妈选手身份回归亚运赛场的蒋文
文/蒋婷婷姐妹 28 日再次登上最高领奖
台，以 6 金成为亚运会历史上最多金的花
游选手，同时铸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去年全运会前夕，已退役结婚生女的
姐妹俩选择复出，并在双人项目上摘金。
随后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这对双胞胎姐
妹又夺得银牌，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
为了备战雅加达亚运会，姐妹俩在世锦赛
后并没有停下脚步。

“世锦赛后我们训练非常系统，没有
停止过一天的训练。领导和教练对我们

训练进行了个性化的安排，让我们在身体
上能接受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过了而立
之年还在花游双人赛场坚持，姐妹俩说，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花游的历史上都不曾
有过。

备战雅加达双人项目，姐妹俩在技术
自选节目上沿用了世锦赛时的主题《弗拉
明戈》，但在动作编排、衔接方面均有改变
和提升。

“我们今年其实本来想降一点难度，
因为年龄一天比一天大，现在我们动作的
难度不降反而提高了，说明我们的体能有
所加强，还在提升。”姐妹俩说。

双人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均获第一，

出色的竞技状态也让人们对于姐妹俩的

东京奥运会前景更加憧憬。两姐妹对此

表示：“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自信的，而

且现在国家队也有其他的队员。如果我

们俩没有实力去参加奥运会，我觉得其他

队员也是非常有实力撑起来的。”

从 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 2018年雅加

达亚运会，虽然这期间经历过运动高峰也

一度退役，但姐妹俩几乎就是中国花游的

代名词。在姐妹俩看来，这是一种责任。

“希望我们坚持和热爱花游的精神能

传递给年轻队员，不是说到了二十几岁就

一定会走下坡路，我们俩树立了一个好的

榜样，希望她们也能够多坚持，她们也时常

在我们训练累的时候给我们很多鼓励。”

多年来指导姐妹俩的教练郑嘉开心

不已。“她俩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不是

每个做了妈妈的运动员都能恢复成这样。

首先她们要有天赋，其次必须热爱，第三

就是训练非常到位，系统化、有针对性。”

“所以特别感谢中心的领导给予我们

双人组个性化的安排。因为她们年龄大，

没法和大部队承受一样的训练强度和节

奏，她们的节奏完全是个性化的，我根据

她们的身体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

有针对性地训练。”郑嘉说，虽然姐妹俩训

练时间没有过去长，但质量却更高，专注

力更强。

已过而立之年继续在花游赛场上征

战，郑嘉对文婷姐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期待她们的下一场比赛!”

蒋文文/蒋婷婷拿下亚运第六金

雅加达亚运会攀岩项目收官 江西攀岩运动员摘下1银1铜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吕海）8

月 28 日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为期 5 个
比赛日的第十八届亚运会攀岩赛于8月27
日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落下帷幕。此次
亚运会攀岩赛，江西运动员潘旭华在女子
速度接力项目上获得1枚银牌，欧志勇在男
子速度接力赛上摘得1枚铜牌。另外，林鹏
辉获得男子速度接力赛第四名。

攀岩项目已确定列入2020年东京奥运
会。今年，攀岩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的舞
台。雅加达亚运会共设男女速度个人赛、
男女速度接力赛和男女速度全能赛6个项
目，共有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近 100 名运

动员参赛。中国国家攀岩队经过层层选
拔，派出了包括我省潘旭华、邱海梅、欧志
勇、林鹏辉、段煜荣在内的18名运动员参加
了所有项目的角逐。最终，中国攀岩军团
收获了两银三铜。

此次亚运会攀岩女子速度接力项目
上，中国女子二队由潘旭华、牛笛、邓丽娟
组成。预赛中，潘旭华所在的队伍以28.00
秒小组第三名的身份闯进决赛阶段的比
赛。“八进四”的比赛，中国女子二队战胜了
韩国女子二队再进一步。可是在“四进二”
的比赛中，中国一队与中国二队提前遭
遇。由于中国一队的第一棒倪明薇失误，

潘旭华她们轻松晋级，与东道主印度尼西
亚的女子一队争冠军。可惜的是，在冠军
争夺战中，中国二队的第二棒邓丽娟出现
抢跑，最终潘旭华她们获得银牌。

中国男子速度接力二队由欧志勇、黎
金鑫和梁荣琪组成。欧志勇所在的队伍在

“八进四”的比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二队。
第一棒梁荣琪中段有一点小失误，但是第二
棒黎金鑫实现了反超，随后欧志勇扩大优
势，中国男子二队以20.79秒的成绩晋级四
强。但是“四进二”的比赛，欧志勇他们在与
印度尼西亚二队的交锋中，虽然中国男子二
队前两棒有微弱的优势，但是第三棒欧志勇

出现抢跑，中国男子二队也止步决赛，只能
与中国男子一队争夺季军。最终，欧志勇所
在的二队胜出，获得亚运会铜牌。

潘旭华，赣州市宁都县人，国家健将，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2010 年优秀毕业
生，赣州市体校攀岩教练，攀岩国家队主力
队员，江西省攀岩队队员。

欧志勇，广东连平县人，国家健将，江
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2016年优秀毕业生，
攀岩国家队主力队员，江西省攀岩队队员。

蒋文文/蒋婷婷：对东京奥运会充满信心

博尔特本周五或迎足球赛场首秀
新华社悉尼8月28日电 正在澳超球队

中央海岸水手试训的短跑传奇博尔特有望于
31日迎来自己的首场比赛，而可能的位置是
左边锋。

博尔特表示，对自己来说最有挑战的事
就是需要在跑动中急停，做一些技巧动作。

“我还没习惯突然加速，进攻、回防，在前后场
跑上跑下。”博尔特说。

中央海岸水手队的教练马尔维也表示，
博尔特正在努力调整身体状态以适应足球运
动的要求。“田径运动员是直线加速，足球运
动员则需要突然加速减速，而且足球是多方
位运动，所以他必须适应这一点。但我很高
兴，他一直在进步。”

31日晚，中央海岸水手队将同当地高水
平业余球员组成的一支球队进行友谊赛。博
尔特说自己可能在比赛的最后15至20分钟
上场，教练组会决定他在场上踢多长时间，他
最近一直在练习如何踢左边锋位置。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这场比赛可能会
吸引超过一万名观众到场观战，本地电视台
还将进行现场直播。

“当然会紧张，毕竟这和慈善赛不同，这
是我希望去从事的职业，所以肯定会紧张。”
博尔特说。

从18日抵达悉尼至今，博尔特看上去已
逐渐适应了球队的氛围。“队友们都踢得非常
好。教练总要求他们用心踢，而他们也是那
样做的，他们很拼，我很高兴成为他们中的一
员。”博尔特说。

延伸阅读

蒋文文/蒋婷婷在比赛中。

蒋文文（右）/蒋婷婷在夺冠后合影庆祝。

新华社雅加达8月28 日电 在 28 日结束
的花游双人项目自由自选比赛中，姐妹俩再
获第一，从而以 186.5101 分的总成绩夺冠，第
三次摘得亚运会双人冠军，也是最年长的花
游冠军。

27日的双人技术自选比赛中，两人在《弗
拉明戈》激情奔放的节奏中，动作刚柔并济，
展现了热情的弗拉明戈舞，最终得分 92.4101
分，占据榜首。

28日是双人自由自选比赛。倒数第二位
出场的姐妹俩以《天鹅》作为表现主题，开场
连续两个托举之后，是幅度很大的鱼跃，动作
紧凑又表达了音乐情绪，同时将她们身体姿态
的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本场比赛得分94.10
分，最终两项相加合计186.5101分，顺利摘金，
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在此之前，中国乒乓球队共参
加了 11届亚运会，其中 9次获得男
团冠军，仅在1986年亚运会和1990
年北京亚运会无缘金牌，而战胜他
们的正是对手韩国队。

在此后的近20年间，国乒男队
再也没有在亚运会尝到败绩。从
1994 年广岛亚运会到 2014 年仁川
亚运会，中国男乒已经完成了六连
冠的壮举。本届亚运会国乒本着
锻炼新人的目的，派出了清一色的
年轻运动员——21岁的樊振东、23
岁的林高远、22 岁的梁靖崑、18 岁
的王楚钦和19岁的薛飞。

在亚运赛场刮起青春风暴的
国乒的确令球迷捏了一把汗。在
此前的半决赛中，首次参赛的“00
后”小将王楚钦因太过紧张没能发

挥真实水平，他丢掉了全队唯一的
一分。

“我们肯定会做好打满 5 盘的
准备。”男队教练刘国正在赛后表
示，无论碰上哪个对手，中国队都不
能掉以轻心，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在国乒女队战胜朝鲜女队先夺一金后，国乒男队为中国

队再下一城。他们在男团决赛中以3∶0战胜正在复苏的韩

国队，实现了亚运会七连冠。

再胜老对手，国乒实现七连冠

作为国乒的“双子星”，樊振东和林高远
一直发挥稳定。在半决赛中，队中的主心骨
樊振东更是在比赛中一人独得2分。

从跟着马龙、张继科参加团体比赛，到
成为队伍的核心，“小胖”在本届亚运会上也
实现了角色的转变。事实上，在男乒的五名
队员中，只有他大赛经验最为丰富。

本届亚运会，21 岁的樊振东第一次以
领军人物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综合赛事，

“等待这一天也很久了，自己也一直期待有
一天把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樊振东在赛
前说道。

不过在国乒男队的 5名队员中，比赛任
务最重的是林高远，他一人要兼顾团体、单
人和混双比赛。对此，林高远说这样的安排
也是对他抗压能力的最好锻炼。

“以前没当主力的时候想当主力，但是
当了之后就发现主力很难当，确实压力非常
大。但是如果无论多大压力自己都能够扛
住，并在压力中爆发，就是突破和进步。”

（本报综合）

21岁的樊振东成为“一哥”

王楚钦王楚钦

樊振东在比赛中回球樊振东在比赛中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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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游泳传奇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