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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甘 慧
中秋之夜的全运游泳赛场 ， 上演了一场欢乐七打一的好戏 。 在男子 200 米自由泳的决
赛中 ，有多达 7 名浙江选手 ，而这还是在该项目的浙江籍奥运冠军得主孙杨缺席的情况下 。
这 7 位浙江选手中 ，既有东京奥运会男子 200 米混合泳冠军老将汪顺 ， 也有初出茅庐的年
轻选手 ，其中 5 人在 18 岁以下 ，分别是费立纬 、陈恩德 、徐一舟 、洪金权 、王昊 。最终 ，主项是
混合泳的汪顺 ，战胜了决赛中唯一一名非浙江选手季新杰 ，拿到了自己在全运会上的第 13
枚金牌 ，超越孙杨成为全运历史上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
从伦敦奥运会的 4 金 ， 到连续 3 届奥运会都有浙江运动员站上奥运游泳的最高领奖
台 ，再到陕西全运会上欢乐七打一 ，浙江游泳既有高度又有厚度 ，体现了超强的实力 。
说起浙江游泳 ，很多人的脑海中肯定会马上跳出这些名字 ：罗雪娟 、吴鹏 、孙杨 、叶诗文 、
汪顺 、徐嘉余 、傅园慧 …… 不过 ，浙江游泳的成功并不是仅靠几个天才运动员或者教练 ，而是
源于浙江游泳一整套成熟的人才选拔流水线 。

傅园慧

汪顺

全运会泳池里欢乐七打一的背后
是浙江游泳一整套成熟的人才选拔流水线

作为曾经的浙江籍的游泳教练，
张亚东是对
浙江游泳最具发言权的人之一。
2004 年雅典奥
运会，他带的队员罗雪娟获得女子 100 米蛙泳
冠军。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张亚东短期执教孙
杨，帮助他赢得了 400 自、
800 自和 1500 自的
金牌。张亚东还担任过中国游泳队总教练，目前
是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
对于浙江游泳成功的秘诀，
张亚东提到了浙
江游泳精神，
“浙江游泳精神的传承是浙江游泳
继续走下去、
走向辉煌的关键。
”从 1959 年 7 月
到现在，浙江游泳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金霖俊
这个名字，恐怕大家都比较陌生，但是在浙江游
泳的历史上，他有着特别的地位。他给浙江游泳
带入了一套先进的训练方法，还规范了泳姿。通
过短短几年的训练，培养出了孙克武等尖子队
员。
1980 年，
浙江游泳队建了一个温水池，就是
）
现在浙江省全民健身中心（
的游泳馆。
“最初浙江没有温水池，我们冬天在
黄山训练，不知道是哪一位说的，从游泳馆里面
出来头发湿的，一结冰都是冰碴子，这些我感受
过，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没有。那个时候哪有电吹
风呢？连洗个热水澡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我
们都曾那么艰苦地奋斗过。”张亚东说。
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浙江游泳，随着基础
设施的改善，也开始了厚积薄发。上世纪八十年
代开始，浙江省体育局统一部署，大力发展游泳
业。到 2015 年，浙江省大小公共游泳场馆就已
经超过了 1000 个，这为浙江游泳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硬件条件。
虽然现在硬件设施好了，
但是浙江游泳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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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游泳的精神继续发扬和传承着。心脏病、糖
尿病缠身，
一直随身带着一颗速效救心丸的朱志
根，已过了退休年纪，完全可以回家安享天伦之
乐，
但他依然坚守在一线，相继带出了孙杨、汪顺
两位奥运冠军。
奥运冠军叶诗文和世锦赛冠军徐嘉余的恩
师徐国义，在备战里约奥运，上昆明高原时，有一
天突感剧烈头疼，
后被紧急送到北京的医院检查
治疗，最终接受了开颅手术。通常来说，开颅手术
后一年之内，必须卧床休整调养，但徐国义在短
短 5 个月后，赶在里约奥运前返回了训练池边。
2020 年 7 月 19 日，
徐国义因脑癌去世，享年 50
岁。
本届全运会上，
一向开朗爱笑的洪荒少女傅
园慧，在夺得女子 100 米仰泳铜牌后忍不住潸
然泪下。
“我的教练身体很不好，现在病得比较
严重，我想用一枚奖牌给他送去安慰……”前些
年，为了帮助傅园慧提高成绩，已经病情很重的
李雪刚一度拒绝立即手术。据了解，李雪刚患有
白血病、胃癌、
肝癌，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站在浙江游泳塔尖的是孙杨、叶诗文、汪顺、
徐嘉余、傅园慧等星光熠熠的运动员，而这得益
于浙江游泳早已成型的一套游泳运动员的输送、
培养体系，这套体系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基础
非常厚实。
如果将浙江游泳的人才选拔比作一条
先进的流水线，
这并不为过。
培养出了孙杨、叶诗文、傅园慧等重点名将
的杭州陈经纶体校，
就是这条流水线上非常重要
的一环。当年正是陈经纶体校的教练朱颖，在茫
茫人海中看出孙杨是匹千里马，并说服他和家人
练游泳，从而改写了中国游泳、世界游泳的多项

纪录。
“我记得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幼儿园
的老师说，他们那里有个小孩长得很高，他爸爸
妈妈也长得很高，所以我就去看了。”朱颖这一
看，就把孙杨带到了暑期游泳培训班。但培训班
结束后，孙杨离开了泳池，而这一别就是差不多
一年。不过，这一年里，朱颖并没有放弃让孙杨继
续游泳的努力。
“我跟孙杨的妈妈说，如果打篮
球的话，最好是 2 米 15 以上；如果打排球，最好
要 2 米 05 以上。以你和孙杨爸爸的身高（
1
88）看，孙杨不可能超过两米。所
以对孙杨来说，练游泳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其
实，朱颖当时说孙杨的身高不会超过 2 米，完全
是为了说服孙杨父母，使孙杨父母放弃让孙杨练
排球的想法。
“我那个时候也完全是蒙的……”
巧合的是，那时候孙杨妈妈带着孙杨去测骨龄，
专家预测的孙杨身高是 1 米 93。朱颖用一个善
意的谎言，让孙杨走上了游泳冠军之路。孙杨只
是朱颖接手过的孩子中的万分之一。过去的二十
多年来，仅仅是朱颖，就挑选、培养、启蒙了数万
名孩子走上游泳之路。特别是 2012 年孙杨和叶
诗文在伦敦奥运会上大放异彩后，越来越多的家
长愿意送孩子练游泳，浙江游泳的氛围也越来越
好。
有了好的苗子，还需要好的培养筛选机制。
朱颖介绍说，
“首先是年龄组无缝对接，训练全
开放，任何一名教练可以招生任何一个年龄段。
其次是梯队式培养，新的血液进来，好的苗子留
下来，从初级班到中级班逐级筛选，最终进入高
级班的比例仅为 1%。”
整个浙江省内，大大小小的游泳比赛也非
常多。据了解，从 2003 年开始，浙江省有一项
“月月积分” 游泳大奖赛，组别从 10 岁到 16
岁不等，就像即将参加中高考学生的月考一样，
每月比一回。此外，每年年初的“迎春杯”，以及
省少儿游泳比赛，也都是教练观察小
队员成长的重要比赛。当年训练成绩
一般的叶诗文，就是在省少儿
游泳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教
练魏巍的重点培养对
象。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
和城市运动会，则是一
次大考。这些比赛的看
台上，总少不了省游泳
队教练们的身影。对于
游泳队的小队员来说，
他们的运动生涯还能不
能继续，这个节点也是
分水岭。

孙杨

父亲身高 米

“玉经雕琢方成器，
句要丰腴字要安。
”好的
苗子有如璞玉，待经琢磨可成大器。在陈经纶体
校，每堂训练课，孩子们的训练量基本上都在
5000 米到 6000 米，有氧训练的比重占 70%左
右，
这在别的业余游泳队是无法想象的。朱颖说，
“长距离游得好，运动员的运动寿命相对来说就
长一些，年纪越大，
改短距离的可能性也越大。一
般的游泳运动员，运动生涯黄金期不会超过 4
年，而如果有氧基础打好，他们的巅峰期可以大
大延长，多增个三两年根本不在话下。”孙杨可
以说是这一理论的实践成功典范。
即便是已经培养出奥运冠军的著名老教练
朱志根，仍在不断学习先进的训练理念，并运用
到实践之中。
在为汪顺制订的东京奥运会训练计
划时，朱志根一改以前大周期的训练模式，
“我
是个老教练了，但一直在学习国外先进的训练理
念、
方法，
不断在探讨中改变自己。
我在汪顺备战
东京奥运会的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小周期的训练
方法，
就是连续训练两周，再调整三天，对汪顺的
成绩提高很快，他也拿到了奥运会金牌。”除此
之外，
朱志根跟汪顺还改变以往单纯重视大训练
量训练的做法，而是有针对性地强化体能训练，
细致到哪块肌肉力量不够补哪块，
努力提高爆发
力与水下力量等，收获非常大。尽管东京奥运会
归来后经历了 21 天的隔离医学观察，无法进行
系统的训练，
但是在本届全运会游泳赛事的第二
个比赛日，汪顺一个晚上连比 3 枪。个人项目的
男子 200 自半决赛位列第一，两个接力全都拿
到了金牌，体现出了非常扎实的体能基础。汪顺
还因为练就的一身好身材而上了热搜，
网友评论
说：
“汪顺的身材好像大卫的雕像！
”
对于训练，朱志根曾说过这样一段经典的比
喻，
“训练就像是煮饭，技术和方法很重要。掌握
得好的话，米饭就是很香的。火旺一点或者不够
一点，
这饭就不好吃了。
”
在浙江游泳队内，朱志根等知名教练还会定
期给队里的年轻教练讲课，以提高年轻教练的理
念和水平。朱志根说，
“我们的教练团队是一个
团结的善于学习的团队，尤其是一批年轻教练
员，训练方式上相互学习，能带出来一批年轻队
员。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培养更多的年轻教练，
引
入竞争的机制。我们的团队有信心将优势延
续。”
这就是泳池中欢乐七打一背后的故事。泳池
中欢乐七打一的情况极为罕见，而这也从一个侧
面证明了浙江游泳这条人才流水线的成功。

9 月 21 日，， 获得亚军的山东队选手季新杰（（ 左一）） 、 教练金浩（（ 左二）） ， 获得季军的浙江队选手洪金权（（ 左三）） 、 教练于诚
（ 右二）） 和获得冠军的浙江队选手汪顺（（ 右一）） 、 教练朱志根（（ 右三）） 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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