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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退役 5 年的中国名将李娜 20
日晚正式加入国际网球名人堂，成为
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获得这一殊荣
的选手。

今年 37 岁的李娜在其职业网球
生涯中曾创造多项亚洲第一，如亚
洲第一个进入大满贯单打决赛的选
手（2011 年澳网）、亚洲第一个夺取
大满贯单打冠军的选手（2011 年法
网）、亚洲第一个两夺大满贯单打冠
军的选手（2011 年法网和 2014 年澳
网）、亚洲第一个排名冲至世界第二
的选手（2014 年 2 月）。2011 年法网
夺冠无疑是李娜职业生涯的巅峰之
作，夺冠之路上李娜连续击败 4名当
时世界排名前 10 的选手，冠军成色
十足。此外，李娜还夺得过 7个WTA
分站赛冠军，并曾是四大满贯赛事

八强、四强的常客。
在入堂典礼上，已有两个孩子的

李娜回顾了自己从小开始打球的一
路坎坷与奋进，感谢了所有帮助过
她的人，特别用中文对中国的球迷
表示了感谢。

李娜动情地说：“能够加入名人
堂是对我网球生涯的一种肯定，也
是一种激励。今后我会继续努力，
为那些喜爱网球的人，特别是年轻
人做些事情。”

当日与李娜一起入堂的还有当
年叱咤风云的法国女球手皮尔斯和
第一个为俄罗斯夺得大满贯赛事男
单冠军的卡费尔尼科夫。三人的一
个共同点是都获得过法网和澳网单
打冠军。他们是在今年初从 8 名候
选人中脱颖而出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孙杨近些年逐
渐把训练重心从 800 米、1500 米自由
泳 这 样 的 长 距 离 转 向 了 200 米 、400
米 自 由 泳 这 样 的 短 距 离 。 然 而 为 了
东京奥运会 800 米自由泳的首金，他
又重新开始练习长距离项目。

本届世锦赛，除了男子 400 米自由
泳，孙杨还将参加男子 200 米和 800 米
自由泳两个项目——个人项目上一共
游 7 枪。不过，他此次并没有参加自己
保持世界纪录的 1500米自由泳项目。

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孙杨也谈起了

自己在短距离和长距离间的取舍问题，
“现在我们侧重（长距离）更多了，两年
前我们主要更多的是以短距离为主，现
在是短、长都要兼顾。”

在前世界冠军张琳看来，以孙杨现
在这个年龄目前还是偏重于短距离项
目，因为他的体能消耗不再像年轻的运
动员。“我觉得 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
泳可能会成为他今后的侧重点，800米自
由泳的话要根据他前面两项比完的体
能和状态，因为前两项加起来一共游 5
枪，每一次孙杨都要全力以赴去拼。”

中国女子接力队 20 日在国际田联
钻石联赛伦敦站比赛中发挥出色，勇
夺 4×100米接力第三名，这也是中国女
队连续第二年在伦敦比赛中跻身前
三。

女子接力是当天最后一个项目，中
国队由梁小静、葛曼棋、韦永丽、孔令
微组成，她们从第四道出发，一路配合
默契，跑最后一棒的孔令微从韦永丽
手中接棒后，冲到第二位，排在英国队
之后，牙买加队位居第三。

距终点还有 50 米时，曾赢得过两
届奥运会百米冠军和 7 块世锦赛金牌
的弗雷泽后来居上，连续超越孔令微
和英国队的尼塔，最后帮助牙买加队
以 0.01 秒的优势获得冠军，成绩是 42
秒 29。英国队以 42 秒 30 位居第二，中
国队获得第三，成绩是 42秒 71。

中国队去年曾在这里赢得亚军，当
时的成绩为 42 秒 59。这次参赛的 4 名
选手中有三人参加了去年的比赛，只
有孔令微代替了去年出战的袁琦琦。

女子 4×100 米接力并不是国际田
联钻石联赛的积分项目，但由于伦敦
站比赛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伦敦奥运会
的年度田径大赛的组成部分，组委会
增加了一些非钻石联赛积分项目吸引
观众。

男子 100 米决赛中，在上海站位
居第三的南非选手西姆比内以 9 秒 93
夺冠，并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值得
一提的是，日本选手小池祐贵以 9秒 98
获得第四，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成
为又一名突破 10 秒大关的亚洲选手。
今年同样曾跑入 10秒的另一名日本选
手桐生祥秀也参加了这次比赛，最后
以 10秒 13获得第七。中国选手没有参
加这个项目的比赛。

北京时间 7 月 21 日凌晨，一场新
赛季的热身赛中，西班牙人客场对阵
法乙球队朗斯。此役，武磊迎来了新
赛季首秀，他替补出场，制造了一粒点
球，帮助球队 3比 1取胜。

上赛季西甲结束后，武磊在巴塞
罗那格伦迪瑟斯大学医院进行了左侧
肩锁关节手术，随后西班牙人官方表
示武磊需要 6周至 8周恢复。如今，武
磊的康复情况非常好，因此西班牙人
新赛季起步，武磊成为了俱乐部在欧
联资格赛海报的主角，不出意外的话，
西班牙人新赛季首场正式比赛，武磊
将首发出场。

值得一提的是，2019-2020 赛季，
是武磊留洋后首个完整的赛季。西班
牙人目前的变动还是不小的，后防核
心埃尔莫索已经离队，而球队的主帅
从鲁比变成了加耶戈。期待武磊新赛
季的表现。

世锦赛400米自由泳四连冠

名 四海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孙杨在 400 米自由泳项目上以打破奥运

纪录的成绩夺冠，成为中国游泳历史上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自
此，“大白杨”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7年之后，已经成为中国游泳队
队长的孙杨依旧在这个项目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在 7 月 21 日进行
的光州游泳世锦赛上，孙杨以 3 分 42 秒 44 的成绩夺得男子 400 米自
由泳冠军。值得一提的是，27 岁的孙杨已经实现了在男子 400 米自
由泳项目上的“四连冠”，这也让他超越前澳大利亚名将索普此前创
造的“三连冠”纪录，成为了该项目在世锦赛上的历史第一人。

从 2013 年开始，孙杨就没有让 400
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本赛
季，他也依旧是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3
分 42 秒 75）的创造者，也是今年唯一游
进 3分 43秒以内的选手。

作为光州最受瞩目的游泳明星之
一，孙杨的登场不仅吸引了大批粉丝不
远万里前来观看，就连他的老友、韩国
奥运冠军朴泰桓也出现在现场。

孙杨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在 21
日早上的预赛中，孙杨采取了跟随游的
战术，他以 3分 44秒 10预赛第一的成绩
进入当晚的决赛；立陶宛新星拉普赛斯
则紧随其后，成绩为 3分 44秒 31。

稳定的成绩离不开刻苦的训练，而
孙杨一直都是泳坛的“拼命三郎”。

为了备战此次世锦赛，外教丹尼斯
为孙杨制订了“魔鬼计划”。有好几次，

孙杨都在泳池中练到哭，肩膀甚至也抬
不起来了。

“每次来到泳池，我都会和教练较
劲，他给我制订的计划真的太累了。”孙
杨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道，“但是和他
较完劲后你还得游，毕竟训练最终还是
为了自己，我也会认真完成每一堂课。”

外籍教练丹尼斯也说，孙杨这段
时间的确练得特别辛苦，“随着比赛时
间的临近，你的神经也会越来越紧绷，
很小的事情都会触发你的神经，但是
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敬业的，也做得
很好。”

当然，身为“七朝元老”，孙杨对世
锦赛本身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赛
前表示，自己会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些运动员好久没有见到了，我也尽
量不要过早兴奋，要克制自己的状态。”

创造400米自由泳今年最好成绩

长距离还是短距离，该如何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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