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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珊珊(化名)是广州大学附
属中学的初三学生，从小学一年
级开始，她就开始学习游泳，参
加游泳集训班。爸爸妈妈有空
的时候，常带着她到家里附近的
游泳馆训练、玩耍。对她来说，
游泳是一种兴趣，是一个长期养
成的运动习惯，而不是“为了考
试而游泳”。

初二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
谢珊珊选择报名奥冠体育游泳
培训班。最直接的原因是，她选
择将游泳作为自己体育中考的
项目之一，希望能在教练的指导
下拿到满分。“游泳是我喜欢的
项目，也是我长期坚持的运动。
只要多游几次，按照教练的指导
纠正一些动作，拿满分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谢珊珊自信地说
道。事实也是如此，她的游泳底
子很好，在泳池中能够尽情地发
挥，中考游泳拿到满分，对她来
说应该就是小菜一碟。

“我很享受游泳的快乐，这
是一项很放松、很自在、很解压
的运动。”从小开始接触游泳，谢
珊珊运动的细胞被不断激发。
她享受水中的感觉，尽情地在水
中尝试不同类型的游泳技巧，体
验着奋力疾游之后酣畅淋漓的
痛快。此外，在培训班里，同龄
的小伙伴们和她一起训练，相互
间分享日常学习和生活的体验，

总能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发生，这
也是她钟爱体育培训班的重要
原因。“这里提供了一种氛围，大
家一起运动，一起享受游泳带来
的快乐。”谢珊珊笑着说。此外，

“在机构学游泳，可以不受限于
场地和时间，能够有更多下水的
机会。”

“体育中考仅仅是一场考
试。”谢珊珊的妈妈在接受采访
时一再强调，孩子的运动习惯要
从小培养，而不能“为了考试而
运动”，那就本末倒置了。除了
5月18日待考的游泳项目，谢珊
珊在足球、跳绳两个项目上都拿
到了满分。“她一直坚持运动，拿
满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对于谢妈妈来说，孩子能从运动
中找到乐趣，才是最重要的。

像谢珊珊这样喜欢游泳、选
择游泳作为中考体育考试项目
的学生还有不少。奥冠体育总
教练叶露介绍，自从游泳被纳入
中考体育的可选项以后，市场需
求在增加，他们也相应地开设了
专门针对中考的课程。“很多学
生之前就有游泳基础，很快就能
把这项技能捡起来，考试满分还
是比较容易达到的。”除此之外，
很大一部分来训练的学生，就是
很纯粹地将游泳这项运动作为
自己的爱好，作为一种长期坚持
的锻炼方式。

2022年汤尤杯已于15日降
下帷幕。印度男队历史上首次
捧回汤姆斯杯，中国男队则无缘
四强，平了历史最差战绩，两队
形成了强烈对比。如何让年轻
球员成长得更快？教练组的执
教是否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都
值得国羽反思。

教练组成众矢之的

中国男队此次出征汤姆斯
杯赛前就不被看好，原因在于后
备人才青黄不接。由于在2020
年和 2021 年缺乏大赛磨炼，年
轻球员在关键的上升期丧失了
在大赛中磨练提升的机会，也令
他们的世界排名和积分较低，带
来的恶果是此次汤杯教练组在
排兵布阵上受到限制。

不过将兵败的原因全部归
咎于缺乏大赛磨练也不客观。
最近半年，国羽改变了参赛思
路，努力给年轻球员创造海外参
赛的机会，无论是李诗沣、翁泓
阳还是几对新组合的男双，获得
磨练的机会都不算太少。总体
而言，他们的表现偶有亮点，但
不稳定，既能够战胜特别强大的
对手，也会输给名不见经传的选
手。另外，他们在赛场上还暴露
出打法保守、缺乏激情的问题，
引发了外界对教练组的质疑。

比赛结束后，早已退役的奥
运冠军林丹和蔡赟都针对教练
问题发表了较为犀利的言论。
蔡赟直言：“单打选手虽然顽
强，但是没有内容，只有一种打
法，拉吊、拉吊。”这样的言论引
发球迷共鸣。有球迷指出，目前
中国男单组主教练陈郁，球员时
期就是以拉吊为主的突击型打
法，赛后有关“陈郁下课”的话
题阅读量迅速攀升。

林丹的发言也意有所指。
他认为国羽年轻队员似乎背负
了太多压力，在场上想赢怕输，
球队凝聚力不够，和当年自己在
队时感受到的氛围差距甚远。
他接着提到教练有两种类型，一
种是让队员特别踏实的，凡事能
挡在前面，让球员安心训练，全
力比赛；另一种是激情型教练，
能和队员擦出火花，尤其如今队
里“00后”球员越来越多，更需要
这种类型的教练。“如果教练偏
行政型……”，说着他摇了摇头。

教练组成为众矢之的，中国
羽协主席张军也不得不出来道
歉，并承诺接下来会对男单教练

组进行调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与中国男队低迷形成对照
的是印度男队的崛起。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梳理印度队近十
年的崛起之路或许对国羽有所
帮助。

过往印度曾经有过超级球
星，比如普拉卡什和戈比昌德，
但距今已经十分遥远。印度羽
毛球重新冒头要从内维尔获得
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单铜牌算
起，从那时开始，印度羽毛球开
始了以球星为支点，撬动全民羽
毛球运动快速普及和提升的大
盘。四年后辛杜在里约奥运会
上将奖牌颜色由铜变银，并在
2019 年获得世锦赛冠军，更是
把这股热潮推至顶点。至今为
止，辛杜依然是印度体坛收入最
高的明星运动员，并拥有属于自
己的传记电影。

与此同时，男队的进阶也拉
开序幕，斯里坎斯曾经短暂名列
男单世界第一，此次他们的汤杯
三单普兰诺伊曾在2013年战胜
过印尼名将陶菲克，男单真正形
成集团优势要数“00后”小将拉
克什亚的横空出世。在过去的
半年，他进步神速，去年年底获
得世锦赛铜牌，今年1月获得印
度公开赛冠军，之后在德国公开
赛和全英锦标赛中均获得亚
军。双打方面印度队也在发力，
兰基雷迪/谢提一直保持在较高
的水准，此前获得过超级赛冠
军，“00后”女双小戈比昌德/乔
利闯入了今年全英公开赛四强。

印度队能够形成集团优势，
还得益于该国羽协海纳百川、广
聚群贤的思路。他们的教练组
汇聚了各国名帅，比如此次男单
带队的是韩国名将柳镛成，男双
带队的则是伦敦奥运会男双银
牌得主、丹麦人鲍伊。另外带出
过陶菲克和骆建佑的穆里奥、马
来西亚名帅陈金和、印尼籍名帅
林培雷等都曾在或正在印度队
执教，韩国籍教练金志贤更是一
手将辛杜打造为世锦赛冠军。
拉克什亚的快速崛起，与东京奥
运会后他加入阿萨尔森在迪拜
创建的训练营也有直接关系。

与这匹羽坛“黑马”相比，国
羽无论在新人培养还是建队思
路上都略显保守，改革，势在必
行。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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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广州天河
体育中心的

空地上，一群初中
生正在进行训练
跳绳。教练口哨
一响，学生们便疯
狂甩绳，都想在一
分钟内突破 188
个；在另一侧的跑
道上，一群学生正
在训练起跑，他们
屈膝半蹲，只等教
练发令；在这里，
你还可以看到有
一群正练习颠球、
运球绕杆、射门的
足球少儿……在
体育培训机构老
师的带领下，学生
们分布在不同的
角落，为体育中考
做着准备。

周 体能门槛跨越难A“学霸”偏科，

体考三项满堂红B 临阵磨枪，

李和(化名)今年初三，就读
于广州中学。就在前几天，他
以满分的成绩结束了体育中
考。他妈妈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初三第一学期期末考，50
分的体育成绩李和只拿到 34
分。成绩一出来，一家人都很
着急，在身边朋友的推荐下，找
到口碑良好的中考体育培训
班，给孩子报了名。

体育培训带来的进步显而
易见。男子跳绳满分的标准
是一分钟 188 个，经过几次训
练，李和很快达标，中考时李
和更以一分钟 194 个的优异成
绩拿下满分。“长跑需要耐力，
但也只能靠平时多练，没有太
多的技巧。”李和说道，他的
1000 米考试成绩是 3 分 18 秒，
同样拿到了满分。对他而言，
体育培训带给他最直观的提
升，莫过于足球成绩。在采访
中，李和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足
球训练心得。

足球考试的测试内容依次
为：颠球、绕杆跑、传接球、射
门。在到达终点之时，球要射
进球门，且人过终点线为结束
测试。“男生需要连续颠球 10
次，不能掉到地上。”这也是李
和在足球训练中感到最困难的
一部分。考试要求学生采用单
脚连续或双脚交替的方式颠
球，只可以用脚背正面、脚外
侧、脚内侧等部位，其他部位只
能用作过渡，不能计数。每次
颠球后，脚必须触地，否则不计
次数。

“射门也颇具挑战性。你必
须 瞄 准 目 标 ，才 能 把 球 踢 出
去。考试又有时间限制，必须
在抢时间的同时保证精准度。”
对于李和而言，大部分的动作

都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升，倒
也不存在太多问题。在学校
里，一个体育老师要负责全班
同学的教学任务。但是李和所
在的中考体育培训机构，采用
的是小班教学，一名教练只带
几名学生。

“教练给我制定了训练计
划，给了很多个性化的建议和
指 导 ，带 领 我 们 去 足 球 场 练
习。在备考的那一段时间，真
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李和认
为，体育培训的存在非常有必
要，特别是像他这种需要考前
突击的学生，专业老师的指导
确实能够帮助自己快速提升。

“平时我们会把足球考试的
每一个环节拆分开来，对应练
习，动作熟悉以后会带学生们
到标准化的足球场地模拟考
试。在模拟考试中发现问题，
纠正动作。”李和参加的惠考体
育培训机构的教练吴圣佑分享
了他们的教学内容。

足球中考当天，广州下了
雨，场地湿漉漉的，尽管如此，
李和仍拿下了满分的优异成
绩。和李和一起培训的很多学
生，有初一的、初二的，像他这
样“临时抱佛脚”的反倒是少
数。分享满分经验的时候，李
和表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
样，建议大家早做准备。”

与李和情况类似的学生还
有不少。在同一所培训机构的
陈浩衡也是在初三的寒假才开
始进行突击训练，最后亦取得
满分的成绩。“教练们都很专
业，很多都是广东体育学院等
学校毕业的，不少人还是国家
二级运动员，很会把握训练的
节奏。”对陈浩衡而言，“体育培
训真的帮助了我很多。”

游泳游出“大满贯”C 兴趣为王，

打法保守，缺乏激情
中国羽毛球队兵败汤尤杯，暴露诸多

问题值得反思

WTT支线赛韦斯切斯特站
北京时间16日落下帷幕。在男
单决赛中，41 岁的中国台湾老
将庄智渊在 0 比 2 落后的情况
下上演大翻盘，以4比 3逆转击
败德国选手杜达，继混双登顶后
又夺得男单冠军，可谓宝刀不
老。日本队收获其余三项冠军，
国乒没有参加本次比赛。

对于庄智渊，很多中国大陆
球迷并不陌生。虽然近几年他
因为年龄渐大成绩并不显眼，但
年轻时他和王皓、波尔并称为

“世界乒坛三大新星”，算得上
是国乒的一大劲敌。

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单
比赛中击败孔令辉并最终获得
银牌是庄智渊的不俗起点，而
2012年获得伦敦奥运会男子单
打第四名以及 2013 年搭档陈
建安获得巴黎世乒赛男双冠军
则是他的巅峰时刻，从此他有
了世界冠军头衔。庄智渊还曾
多次夺得国际乒联巡回赛男单
冠军。

最近几年，庄智渊开始走下
坡路，不过还是有连续三次击败
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惊艳表现，

“不服老”的精神令人钦佩。进
入 2022 年，庄智渊甚至给人焕
发职业生涯第二春的感觉：先是
在3月份的WTT阿曼站中获得
男双亚军，本站更是直接夺得男
单和混双两项冠军。

由于国乒没有参加本站比
赛，还是有不少高手想要趁机拿
点奖金和积分，因此庄智渊的夺

冠之路并不容易。日本选手宇
田幸矢在3月份的WTT新加坡
大满贯赛中惜败于樊振东，他被
认为是本站比赛夺冠最大热门；
其他热门选手还包括德国名将
杜达、日本名将户上隼辅，世界
亚军、西班牙的罗布勒斯等。

在比赛中庄智渊状态大勇，
前四轮全部横扫晋级，其中就包
括以 4 比 0 淘汰罗布勒斯。进
入男单半决赛，庄智渊对阵户上
隼辅，在前四局双方战平的情况
下，庄智渊后程发力，连下两局
晋级决赛。

决赛庄智渊对阵杜达，后者
在半决赛击败了爆冷淘汰宇田
幸矢的日本选手田中裕太。开
局阶段杜达打得有声有色，以
11比 3和 11比 8先下两城。但
庄智渊没有放弃，连扳三局将比
分反超。最终，庄智渊经历七局
苦战击败杜达，时隔六年再次在
国际赛事中获得男单冠军。上
一次庄智渊在国际赛事男单比
赛中夺冠，还要追溯到 2016 年
匈牙利公开赛。

庄智渊赛后接受采访时说，
夺冠很开心，“今天可能在心态
上比较放得开，不会去想太多。
毕竟第二已经拿了很多次了，再
多一个第二也没关系，所以就放
开去打”。这种积极的心态也成
为这位老将“复苏”的关键。

在此前的混双决赛中，庄智
渊搭档陈思羽以 3 比 1 击败一
对意大利组合，夺得冠军。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豪夺两冠，庄智渊“不服老”

上赛季，“蓝黑军团”国际米
兰时隔 11 年再夺意甲冠军。本
赛季，“红黑军团”AC 米兰也有
望时隔11年再次夺得意甲冠军。

意甲倒数第二轮，5 月 16 日
上演两场焦点战：AC米兰在主场
以 2 比 0 战胜亚特兰大，国际米
兰在客场以 3 比 1 击败卡利亚
里。目前AC米兰以83分继续领
跑，国米以81分紧随其后。

由于AC米兰对国米的直接
交锋战绩以1胜 1平占优，AC米
兰在最后一轮客场对萨索洛时只
需要拿到一分，即可重夺意甲冠
军。国米要想卫冕，唯一的可能
性就是 AC 米兰输给萨索洛、同
时自己在主场战胜桑普多利亚。

亚特兰大是AC米兰过去七
个意甲主场都未能战胜的球队，
双方此役在上半场互交白卷。但
是AC米兰拥有本赛季意甲表现
最好的左边锋莱昂和左后卫特

奥，他们在下半场挺身而出。第
56分钟，刚刚替补出场的梅西亚
斯长传发动快攻，莱昂强行突入
禁区低射破网。第75分钟，特奥
从后场带球长途奔袭突入禁区，
起脚劲射为AC米兰锁定胜局。

莱昂最近连续取得关键进球
或者送出关键助攻，成为 AC 米
兰冲击冠军的箭头人物。名宿安
布罗西尼称赞这名葡萄牙国脚：

“莱昂可以决定比赛走势，他有了
很大进步。他已经明白，在有些
比赛中，并不需要做过多调整，同
样能够完成致命一击。”

AC 米兰上次夺得意甲冠军
时，伊布、罗比尼奥、帕托以14个
联赛进球并列队内第一，当家球
星伊布还贡献了 11 次助攻。如
今，40岁的老将伊布仍在阵中，可
惜被伤病影响了状态和出勤率，
他本赛季在意甲攻入 8球并有 3
次助攻。在这场关键比赛中，伊

布一直坐在替补席，未能获得出
场机会。主帅皮奥利解释说：“我
认为当时我们需要派上不同特点
的其他球员，伊布始终是决定性
的。关于他的未来，我们还没有
谈过，这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

凭借劳塔罗的梅开二度和达
米安的首开纪录，国米本轮以 3
比 1 战胜卡利亚里。在射手榜
上，劳塔罗以 21 球稳居第三，因
莫比莱（27 球）和弗拉霍维奇（23
球）排名前两位。

阿根廷国脚劳塔罗赛后说：
“还剩一场，还有希望，一切皆有
可能。”国米主帅小因扎吉表示：

“我们需要一场胜利，同时需要竞
争对手输掉比赛，以前这种情况
发生过。当我在拉齐奥的时候，
我们落后尤文图斯 2 分，但他们
输给了佩鲁贾，所以这可能会再
次发生。”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AC米兰距夺冠仅差一分

无论是家长还是教练，都希望参加体育培训的中考生们能把运动
作为爱好，作为长期坚持的锻炼方式

练习跳绳的学生们 恒强体育培训机构供图

练习足球的学生们 惠考中考体育培训机构供图

参与游泳训练的学生 奥冠游泳培训机构供图

AC 米兰队球员在比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中国队新秀李诗沣表现不尽如人意 图/视觉中国

曹思思(化名)是一名在读
的初三学生，再过几天将要参
加体育中考。广州体育中考满
分为 70 分，其中统一考试 50
分，体育素质综合评价 20 分。
曹思思的文化课成绩一向很
好，却有点“能文不能武”——
并不喜欢体育运动。小学时她
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体育训练，
甚至是体育课时间还在准备文
化课的竞赛。

从初二开始，曹思思开始
参加校外体育培训，每逢周六
和周日，她经常到离家不远的
场地跟着广州恒强体育的教练
训练。

“体育培训帮助我快速提
升了成绩。”曹思思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之前刚接触跳绳的时
候，一分钟只能跳几十个，但是
经过训练，现在每分钟能跳两
百多个。按照广州市中考体育
标准，一分钟跳188次就能拿到
单项满分。经过训练，曹思思
现在的水平明显可以拿到满
分。和她一起训练的小伙伴
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练习，
也大都能达到188次/分钟。

相较于跳绳能够在短时间
内快速提升，长跑让曹思思非常
苦恼，“跑八百米真是太累了”。

一想到此事，曹思思就感到郁
闷。跑步对她而言，是一件很累
的事情，一起跑就开始盼望着
能快些跑到终点。跑完之后往
往会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全
身的力气好似都被抽走了。而
长跑又不需太多技巧，需要长
期坚持训练才能提高速度和耐
力，这让曹思思每次跑步训练计
时都拿不到满分，成绩只能达到
70分左右，“很想拿满分，但是
一想到要付出那么多的训练，才
能提升一点点，我训练的热情又
下降了”。

在三大球类当中，曹思思
选择了足球，原因很简单——
相较于篮球和排球，足球拿满
分比较容易。在同批足球学员
中，曹思思的身体协调能力较
差，学习进度较慢，往往别人都
熟 悉 了 技 巧 ，她 却 迟 迟 没 掌
握。训练完回家，她沮丧地告
诉妈妈：“我怎么学都很慢，拿
不到高分怎么办？”为了帮助孩
子更好地提升体育成绩，除了
报大班训练以外，妈妈还给她
报了私教课，教练一对一进行
指导，并给出更多个性化的训
练建议，令曹思思的足球成绩
有了明显提升：当她发挥出色
时，能拿到 90多分。在体育中
考前，一到周末，除了应对繁忙
的文化课，曹思思会把更多的
时间花在体育突击训练上。

体育成绩的提升需要一个
过程，有时候尽管训练了很久
却看不到明显变化，或者足球
成绩不稳定时，曹思思都会感
到后悔：“应该早点锻炼的，不
应该等到初二才开始。”对于一
个文化课成绩长期保持优秀的
学霸来说，体育成绩上的短板
让她难以接受。

曹思思原定于5月 12日参
加体育考试，最近几天受到暴
雨的影响，考试时间推迟。在
等待考试的日子里，她显得有
些焦虑不安，爸爸妈妈看在眼
里，也十分紧张。

随着广州体育中考成绩比
重的提升，令曹思思必须增加
体育训练时间和加大训练强
度 ，这 一 点 也 影 响 到 她 的 妹
妹。妹妹虽然还在上小学，但
父母看到曹思思在中考阶段为
体育成绩焦虑不已，已经意识
到应该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运
动习惯，不能等到考前再“临时
抱佛脚”。“孩子训练时难受，家
长看着也着急。”曹思思的妈妈
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