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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宁泽涛提速 还是世界级
澳洲外训 100 自游出 46.64 秒 此成绩世锦赛可拿牌
2017 年昆士兰短池游泳锦标赛预赛昨天收官，在这次只游一枪的赛事中，宁
泽涛在男子 50 米自由泳和 100 米自由泳中均列首位，后一项更是以 46.64 秒的
成绩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

以赛代练出佳绩

上月的全国夏季游泳锦标
赛，宁泽涛在男子 100米自由
泳预赛中游出 49.67秒，达到
全运会参赛标准后，便退出剩
下的比赛离开，并于本月初继
续前往澳大利亚跟随布朗教练
训练。
上周末，他在昆州首府布
里斯班参加了当地俱乐部间的

一项赛事。该赛事为昆士兰短
池锦标赛的预赛，参赛选手只
比一枪，以外国嘉宾身份出战
的宁泽涛则是以赛代练，由于
没有高水平选手竞争，他只能
自己调动，和自己比。
第一天的 50米，宁泽涛的
成绩是 21.77秒，排名所在年龄
组别第一。昨天，他出战更加擅

长的 100米，第一个转身后就
确立优势，后半程优势巨大，最
终游出 46.64秒，超越了自己在
2014年 短 池 世 锦 赛 创 造 的
46.76秒的全国纪录。布朗也对
他的表现十分满意，同时表示弟
子三周后将会有更好的状态和
成绩。也就是说，宁泽涛到了全
运会决赛阶段，更加值得期待。

赛，他的表现全面超越 3年前，
前 50米只用时 22.50秒，比创
造全国纪录时还快 0.31秒，后
半程也是全力冲刺，检验自己
的训练水平，最终的成绩距离
盐浦慎理保持的亚洲纪录只差
0.05秒；这个成绩在去年的短

池世锦赛上能拿到铜牌。
“恢复系统训练只有 2个
月，就带伤获得全运会资格，现
在又打破全国纪录，包子（宁泽
涛绰号）你太棒了，期待天津。”
偶像取得好成绩，最开心的就
是粉丝。

管理中心曾表态：根据中国游
泳队参加国际大赛的选拔规
定，运动员必须具备良好的竞
技状态和优异的成绩，“宁泽涛
在赣州（夏锦赛）的比赛成绩未
能达到国际泳联制定的 2017
年世锦赛 A标，且 B标成绩落

后于其他运动员。”因此，他无
缘今年的世锦赛。
但副主任赵健也表示，中
国游泳队大门“始终向有志在
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的符合条
件的运动员敞开。”

逐渐回归巅峰期

2014年短池世锦赛，宁泽
涛在 50米自由泳决赛上游出了
21.26秒。本次比赛的 21.77秒
与之有所差距，不过这样纯比拼
速度的项目，并非他最擅长的。
最令粉丝激动的是他在主
项 100米上的表现。昨天的比
回归国家队可期

布达佩斯国际泳联世锦
赛已经开赛，中国游泳队明天
启程，宁泽涛则将全力备战全
运会。
上月的夏锦赛后，就泳迷
关心的宁泽涛能否参加今年世
锦赛，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CBA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晨）

本月初，首钢体育总经理
秦晓雯、首钢篮球俱乐部总教练
闵鹿蕾和男篮主帅雅尼斯前往
美国，观看球队新签约的小外援
杰克逊参加 NBA夏季联赛的
情况。有自媒体爆料，此行同时
也是去考察新的大外援。三人
上周中回到北京，周末就传出首
钢锁定汉密尔顿的消息。

根据外媒报道，今年 27岁
的汉密尔顿身高 2.13米，刚刚
被猛龙裁掉。对此，首钢媒体负
责人透露，这位白人内线是考虑
人选之一，但目前尚未正式签
约，而莫里斯的去留则要等大外
援正式签约之后才能确定。如
果签约，莫里斯将告别效力了 7
个赛季之久的首钢男篮。

■全运会

跳棋高手瓜分六项冠军
北京晨 报 讯 （记 者 葛 晓

日前，经过 5天的激烈鏖
战，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
国际跳棋决赛在天津市滨海新
区圆满落下帷幕。在个人组方
面，尹东恒、刘沛分别获得男子
和女子组 64格金牌，周伟、赵
汗青分别获得男子和女子 100
格金牌。
在决赛开始之前，国家体
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中国国际跳棋协会理事长
葛峰介绍了本次赛事的具体情
况。作为全运会的十九个群众
体育项目之一，国际跳棋预赛
倩）

“
MVP”

昨天上午，NBA 夏季联赛继续展开，小牛以 91 比 74 大胜凯尔
特人。 丁彦雨航出场 20 分钟，拿到 11 分、3 个篮板和 1 次抢断的数
据，并得到了球迷认可，在罚球时全场球迷一度高喊 MVP。 有球迷
调侃道，美国球迷的喊声彻底断送了小丁的 CBA 生涯。 图为丁彦雨
航持球进攻。

■体坛速递

首钢男篮：正在物色大外援
近日有消息传出，北京首钢男
篮已经锁定了新的大外援——
—
NBA猛龙的内线贾斯汀·汉密
尔顿。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为此
向首钢俱乐部求证，媒体负责
人表示，与汉密尔顿尚未签
约，而莫里斯的去留则要视球
队大外援的签约情况而定。

■NBA 夏季联赛

于今年的 3月至 5月间在全国
15个省市举行。参加预赛的爱
好者覆盖了大部分年龄段，共
吸引了全国 23个省区 市 的
4302人参与到比赛当中，其中
最小的运动员年仅 4岁。经过
选拔，最后来自全国 22个省区
市的 96名运动员获得决赛“入
场券”。
在决赛阶段，本届全运会
国跳赛事一共产生四枚个人组
金牌和两枚团体组金牌。最
终，个人组方面，64格男子组
由吉林队尹东恒、湖北队刘金
鑫和周浩分别获得金银铜牌；

64格女子组由上海队刘沛、湖
北队管逸■和内蒙古自治区
队的阿拉腾花分别获得金银
铜牌；100格男子组由四川队
周伟、山东队王晨帆和王亨鑫
分别获得金银铜牌；100格女
子组由湖北队赵汗青、内蒙古
自治区队赛娅和上海队张悠
分别获得金银铜牌。团体组方
面，64格混合团体组由吉林上
海联队、湖北队和山西队分别
获得冠亚季军；100格混和团
体由山东队、湖北队和内蒙古
吉林四川联队分别获得冠亚
季军。

北京车队越野赛问鼎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翃）
车手乔旭在汽油厂商组中第二
2017北京怀柔·琉璃庙中国汽 组发车，跑出了 5分 13秒 43
车场地越野锦标赛（COC）日前 的全场最快成绩，轻松为车队捧
在白河湾锐势越野公园结束了 起第一座车手冠军奖杯。在团体
最后决赛的激烈较量，北京汽车 奖项方面，汽油厂商组厂商杯前
越野世家车队豪取两个组别车 3名分别为北京汽车越野世家
车队、猎豹汽车华南虎车队、众
手冠军。
北京汽车越野世家车队展 泰 T600越野车队；柴油厂商组
现了强大的整体实力，北京 厂商杯冠军被奇瑞瑞虎科马仕
BJ20赛车表现相当抢眼，主力 轮胎车队所夺得。
街篮三对三工体落幕
年成功举办，吸引了众多篮球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晨）
2017姚记·万盛达杯北京三对 爱好者参与，包括学生、上班
三街头篮球挑战赛上周末在工 族，还有女子篮球俱乐部报名，
人体育馆落幕，此次赛事作为北 比赛逐渐成为北京市全民健身
京市第十一届全民健身体育节 的精品赛事。主办方表示，希望
的十大品牌赛事之一，吸引了百 通过街头篮球这项接地气的运
余支队伍参加。
动，丰富大众文体生活，打造全
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 14 民健身新时尚。
业余羽球公开赛开拍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晨）东
余组和精英组。本站分站赛共有
方园林杯 2017年北京市业余羽 45支队伍 460余人参赛，运动
毛球公开赛（分站赛贝特站）上周 员年龄最小的 16岁，最大的 65
末在北京贝特羽毛球健身中心举 岁。此外，为了促进羽毛球的国
行，世界冠军徐晨为比赛开球。 际交流，北京市羽协还现场与澳
此次公开赛系列赛共设八 洲羽协和 NBC羽毛球文化集
站分站赛及一站总决赛，分为业 团签订交流合作协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