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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人

人物：

李泽英

，前广东省皮划艇运动员，皮划艇中级教练

挑战极限，他不停超越自我

作为猎德人的“母亲河”，猎德涌养

育了一位又一位杰出的水上运动员，皮

划艇运动员李泽英就是其一。

从 1985 年开始接触皮划艇开始，

李泽英在全国锦标赛、全国运动会上屡

获殊荣：1987 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获三

等功、1988 年上海市全国锦标赛获得

1000MK2 第一名、1991 年全国锦标赛

1000MK1 第一名、1991 年杭州市全国

锦标赛 500MK1 第一名、1997 年第六届

全国运动会获 500MK2 第二名……从

运动员到教练员， 浮沉在皮划艇中 30

多年，这项运动已经深深扎根于李泽英

的心中。

从试一试到疯狂追求成绩

由于姑姑是赛艇运动员，李泽英最

初接触到皮划艇这项水上竞速运动就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5 年，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李泽英报名参加了广东省体

工大队皮划艇队的招生考试，谁知这一

试竟成了他 30 多年皮划艇运动生涯的

起点，后来还成为了中国皮划艇广东省

队运动员，在一次次全国赛事中斩获殊

荣。

对于皮划艇运动员来说， 身高越

高、体型越健硕，划起船来更有优势。 初

入队时， 当时 15 岁的李泽英身高 169

厘米，在平均身高 180 厘米以上的队员

中，他的先天条件并没有优势。“刚入队

时，身体条件不如其他人，自身经验也

不足，不敢设太高的目标，只能通过一

次次练习提高自己。 ”针对自己耐力不

足而速度优胜的特点，李泽英专攻短距

离项目，刚进队一年训练，就在 1986 年

全国青年赛中摘下桂冠。 也就是在这一

次比赛后， 李泽英的目标逐渐清晰起

来， 无论是参加比赛还是平时训练，他

都为自己立下目标，在体能、技巧等方

面不断提高。 在 1988 年上海市全国锦

标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李泽英通过和香

港队伍、外国队伍的接触交流，较强的

接受能力和协调能力帮助他消化了这

些新技术，并运用到比赛当中。

在李泽英看来， 皮划艇是体能类、

综合性的运动项目，需要力量和耐力相

结合。 陆上主要是体能训练，例如跑步、

器械，训练的是爆发力和耐力；水上训

练则是直接在水里实践，一堂课最远划

了 26 公里。 在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赛事

中，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1987 年全运会

的赛前训练。“当时刚起步，又要赛出成

绩，训练强度和压力都很大，可以说是

最枯燥最辛苦的一年。 ”500 米反复冲

刺，他练到最后满眼冒金星、双眼漆黑，

几乎晕倒在水里。 高压力、高强度，运动

员之路并不轻松，李泽英也产生过放弃

的念头，但每一次他都坚持下来，这一

坚持就是 30 多年。“我本身就是喜欢挑

战的人，接触皮划艇之后更加喜欢挑战

自己的极限、超越自我。 一心想着出成

绩，有了希望就有奔头，动力自然而然

就产生了。 ”对待皮划艇，李泽英的态度

变化是一个

逐渐递进的

过程，“这是

从当时的‘试一试’进入项目，到

喜欢这项运动，再到疯狂追求成

绩的过程。 ”

身份转变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

30 多年的皮划艇运动职业生涯，李

泽英也经历了从运动员到教练员的身

份转变，曾担任过广州市航海俱乐部皮

划艇教练员、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男子皮艇主教练，如今为皮划艇中级教

练。 作为教练，李泽英所训练的运动员

在全国赛事乃至世界级赛事中均获喜

人成绩，例如刘尧森曾获第十一届匈牙

利世界龙舟锦标赛 200M 标准龙第一

名、500M 标准龙第一名，潘耀获得第十

一届全国运动会 1000MK2 第三名，崔

国威获得全国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500MK4 第一名、2019 年皮划艇亚洲锦

标赛个人第一名，在世界排位赛排名 18

……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李泽英也在不

断适应从“自己划”到“教别人划”的过

程。 作为教练，他坦言教学难度在于队

员在不同时间进入队伍， 水平参差不

齐，训练计划经常需要调整。 相对于严

格严厉的教学风格，李泽英更偏向于引

导性教学。“强制性练习会压制学生的

思维空间，容易收窄学生的进步范围。 ”

教学经验除了来自自身培训时从教练

身上学到的知识，李泽英还会将自身训

练、参赛经验融入到教学中。 除此之外，

体育局还会定期安排教练员训练，安排

国家级教授讲课，教练员的教学水平也

逐步提高。 尽管已经不参与比赛，但关

注皮划艇的发展动态已经成为了李泽

英的习惯，皮划艇不仅见证了他的青春

岁月和职业高光，也将在他今后的生活

中继续留下烙印。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人物：

李金沛

，前广东游泳队副领队和教练员

水世界中，他培养出一批批健儿

从年少到成熟、 从岸边到水中、从

救生员到游泳队教练，李金沛从小就与

水结缘。 今年 87 岁的李金沛曾经是广

东游泳队的副领队和教练员，执教几十

年来，他培养了一批批健儿，同时也在

水世界中逐渐走出别样的人生路。

从小“与水结缘”

从小与水为邻、伴水成长的李金沛

对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从小就经常

跟朋友一起在涌边玩水游泳，每天基本

上到三点多下课的时候，整条河涌就人

头涌涌，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猎德村的

男子基本上都会游泳。 ”作为土生土长

的猎德人，回忆起儿时关于猎德涌的记

忆，李金沛非常怀念，“那时候河涌里的

水特别干净，我们都是直接扒光衣服就

跳下去游泳，大家洗衣服、洗米做饭用

的都是河涌里的水。 ”

从小与水结缘的李金沛， 在 1953

年 7 月成为了西郊游泳场的一名救生

员。 1955 年，李金沛到北京参加了国家

体委举办的教练员岗位培训班。 在经历

过专业和系统的培训后，李金沛回到了

西郊游泳场担任救生组长，同时兼任教

练员。 李金沛说：“很幸运也很欣慰，在

我担任救生员这么久以来，我所在的游

泳场从来没有发生过溺水事故。 ”

见证中国游泳“历史性时刻”

1957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越秀山游

泳馆举行的广州市庆祝国际劳动节游

泳表演赛上，游泳健将戚烈云一举游出

了 1 分 11 秒 06 的成绩，打破了前捷克

斯洛伐克运动员 V·斯沃齐尔保持的 1

分 12 秒 07 的世界纪录。 这是中国游泳

运动员所打破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消息

一出，举国振奋。

当秒表停在 1 分 11 秒 06 的时候，

当时担任比赛计时长的李金沛，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在现场的匈

牙利专家雅基冲上楼打电话向国家体

委证实了这是货真价实的世界纪录后，

我才敢拿起扩音器宣布戚烈云打破世

界纪录的消息。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

金沛还历历在目， 脸上满是自豪与感

动。

李金沛表示，虽然与如今中国泳坛

健儿们在国际赛场上的突出表现相比，

当初的中国游泳显得无比“青涩”，但正

是有了前辈的奋斗，中国游泳才能一步

步走到今天。

在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 广东

游泳竞技运动成绩辉煌，1952 年， 全国

游泳比赛在广州举行，广东集训队代表

中南区参加比赛。 赛后，留下一批骨干，

组建了广东游泳队。 1958 年，李金沛被

调到广东游泳队担任教练员。 游泳教练

是不见“汗水”的职业，李金沛的一年四

季多在水里度过。“学好游泳，首先要在

基础上下苦功夫。 ”在李金沛看来，带领

队员学会的不仅仅是游泳，更是学会坚

持不懈的努力， 为达目的永不言弃，磨

炼坚强的意志，锻炼不屈的精神，强化

健康的体魄。

对于李金沛来说，游泳是最好的锻

炼方式。 李金沛说，每当疲惫时，跃入水

中，一身的疲乏立马被驱散，全身心得

到放松，多年坚持游泳，增强了抵抗力，

精神状态极佳。 游泳不仅能强身健体，

也能学得一项自救技能，李金沛希望更

多的人积极参与这项运动，也希望国家

大力推动普及学生游泳教育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王佳馨

李泽英。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摄

李金沛。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