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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综 述
本以为要等到跳水“梦之队”

来为中国代表团“开张”，结果射
击小将还是意外抢了头彩。日进
三金，中国队立刻升到了奖牌榜
第二，3 金 2 银 3 铜仅次于美国的
3金5银4铜。

兜转了一天，中国队的奥运
首金还是枪手出品。25岁的张梦
雪接过了中国女子气手枪这块金
字招牌。这个看上去萌萌的姑娘
从来没有拿过国际比赛冠军，但
一张白纸好画画，就凭着一股单
纯的狠劲创造了神奇。名将郭文
珺经历了艰辛的复出，但资格赛
出局，没能创造三连冠的传奇。
她说，“我会笑着接纳一切美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另一位老将吴敏霞则在细雨
中传奇谢幕。第四届奥运会，她
搭档施廷懋，毫无悬念地完成双
人三米板四连冠，收获第五块奥
运金牌。5 金 1 银 1 铜，她超越萨
乌丁、伏明霞、郭晶晶，成为跳水
界第一人，也成为获得奥运奖牌
最多的中国选手。30 岁的老将，
伤病缠身，很多次想要放弃，但对
梦想的坚持让她写完了一个“伟

大”的职业生涯。
举重赛场也有传奇。北京奥

运会冠军龙清泉时隔8年再夺冠，
并且完成了 8 年前许下的愿望
——超越穆特鲁。他以 307 公斤
打破了土耳其神童把持了16年的
总成绩世界纪录。他是在女举没
能拿下 53 公斤级的重压下出场
的。黎雅君挺举第一把被改判失
败，但中国队浑然不觉，仍旧按照
既定套路走，结果三次试举失败没
有总成绩。中华台北选手许淑净
以一个很平淡的成绩摘走金牌。

中国队最大牌明星孙杨被莫
名卷入了口水之中。澳大利亚人
霍顿在前一天赛后对孙杨进行人
身攻击，孙杨回应说“每一位能够
来到奥运会的选手都应该得到尊
重”。中国泳协则正式致电澳大
利亚泳协要求霍顿道歉。但孙杨
丝毫没有受到 400 米自由泳失利
和这通口水的影响，在 200 米自
由泳预赛和半决赛中都以第一名
成绩晋级。“中国太阳”誓拼 200
自的决心看来非常强烈。关注度
甚至更高的宁泽涛完成了奥运首
秀，但男子 4×100 米自由泳接力
因为犯规仍然无缘决赛。

全世界最传奇的菲尔普斯午
夜登场，带着一堆拔火罐的印儿，

帮助美国队拿下男子 4×100 米
自由泳金牌，把自己保持的奥运
金牌数纪录提高到 19 块。其他
三项决赛世界纪录全部作古。两
天已经有6项世界纪录被破，有些
被大幅度提高，不知是因为泳池
好，还是高手们真威武。

网球赛场却有大牌落马。世
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名将焦科
维奇 0：2 不敌“宿敌”阿根廷人德
尔波特罗，“金满贯”伟业再次落
空。德尔波特罗曾在伦敦奥运会
铜牌争夺战中力擒焦科维奇。首
轮抽到这样一个对手，焦科维奇
也是点背到家了。女双赛场，威
名远播的威廉姆斯姐妹也遭遇一
轮游，败给捷克组合萨法洛娃和
斯特里科娃。

里约的组委会每天都要应对
意外情况，这次是天象不和。前一
晚开始里约就狂风大作，当天赛艇
比赛地风速最强达到每秒 12 米，
远超正常，一些选手训练遭遇翻
船，比赛不得不延期。巴哈奥林匹
克公园也被吹得狼狈不堪，遮阳伞
纷纷翻掉，奥运特许商店被迫关
门，幕布包裹的奥林匹克水上项目
体育馆更是被吹开一条口子。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 月 7 日
体育专电

中国代表团：

日进三金

金 牌 榜 （截至北京时间8月8日）

国家/地区 金 银 铜 总数

1 美国 3 5 4 12
2 中国 3 2 3 8
3 澳大利亚 3 0 3 6
4 意大利 2 3 2 7
5 韩国 2 2 1 5
6 匈牙利 2 0 0 2
7 俄罗斯 1 2 2 5
8 瑞典 1 1 0 2
8 英国 1 1 0 2
10 日本 1 0 6 7

奥运每日一评奥运每日一评
常州体育迷

02：00 跳水
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 林跃/陈艾森
03：00 体操
男团决赛 中国男队
04：45 击剑
女子个人佩剑决赛 沈晨
06：00 举重
男子62公斤级决赛 谌利军
06：45 女篮
中国VS塞内加尔 中国女篮
09：00 游泳
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 孙杨
09：25 游泳
女子100米仰泳决赛 傅园慧

看点：另一支金牌之师体操队正式
亮相，冲击的首枚金牌就是含金量最高
的男团金牌。张成龙将和队友一同挑战
世锦赛冠军日本队，争取实现奥运会男
团三连冠。此外，在跳水、举重、游泳三
个项目上，林跃、孙杨等名将将继续为中
国军团摘金夺银。

88月月99日日
奥运冲金点奥运冲金点

今晨的奥运举
重赛场，中国女将
黎雅君误失金牌的
事件被炒得沸沸扬
扬，众说纷纭。

事 情 是 这 样
的：53 公斤级女子

举重赛已近尾声，中华台北选手许淑净临上场时，将开把
重量由 123 公斤改成 112 公斤。最后出场的中国队黎雅
君却仍是举的 123 公斤。小黎举起来后，裁判给的灯是
两白一红，这是成功的标志。谁知小黎下台时，仲裁又否
决了裁判的意见，认为黎的左肘曲肘，改判成失败。接
着，黎两次试举 126 公斤又均告失败。于是小黎挺举就
没有成绩。其间，围绕黎有没有曲肘的问题，仲裁和黎本
人各执一词。

其实，完全可以抛开是否曲肘的是是非非，而只须追
究一点：在小黎抓举已经胜出的前提下，她的挺举只要与
许淑净挺同样的重量，冠军就到手了。那么，问题来了，
在许把重量降为 112 公斤以后，我们教练组只须让黎跟
着许的重量走，先把金牌拿到手以后再去冲纪录，不就万
事大吉了吗？先拿金牌再冲纪录，这是举重比赛中教练
的一个常识。连我们这些局外人都知道，而作为身经百
战，仅奥运会就已执教过6届的王国新总教头，居然还会
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太说不过去了。

早在雅典奥运会时，中国女举的教练组就犯过类似
的错误。当时，土耳其的所谓黑马塔伊兰，在临出场时突
然把抓举开把重量由85公斤升为90公斤，把我们教练组
打了个措手不及，以至李卓输掉了金牌。其他大大小小
的举重赛中，教练由于善于或不善于把握运动员应选的
重量，经验和教训多如牛毛，王总教头难道会置若罔闻、
不引以为戒吗？难怪网友们会责难说，你们这一低级错
误，害苦了运动员，四年的苦白吃了。是的，一个运动员，
一生能遇几次奥运大赛呢？眼看到手的金牌无端丢掉
了，谁能不痛心。

痛定思痛，吁请教练们珍重。
不是说不能犯错，但此类低级错误无论如何要杜绝。

陈德荣 （写于昨天下午）

低级错误何时了？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在中国一夜成名，原因不是
他战胜孙杨、赢得里约奥运男子400 米自由泳金牌，而是
他恶意攻击孙杨为“嗑药的骗子”“吃禁药的选手不值得
尊重”等一系列言论。

中国泳协已经致电澳洲泳协要求霍顿道歉，国内网
民更是被这赤裸裸的挑衅言语震惊，一片声讨霍顿之声。

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着孙杨面，以如此轻蔑和充满
敌意的言辞直接攻击，从古至今的体育大赛史上也十
分罕见！不管是奥运会还是其他大赛，对手之间，从来
都是以尊重为美德，越伟大的对手，越不彼此拉仇恨，
而是惺惺相惜，伟大的选手甚至在失败后都会赞美对
手。然而，霍顿赢了，还不忘在对手伤口上猛戳几刀，
当着全世界面，公开指着鼻子，骂对手是“骗子”，“只能
鄙视之”。太罕见了，这得有多大的仇恨，多残忍的人
才能做出的缺德事啊！

的确，孙杨曾因服用禁药被禁赛过三个月，但那是因
治疗心肌缺血而误服，而且不知那药被列入禁药名单。
当然，我们无法指望霍顿相信这种解释，也不相信澳洲媒
体会报道这种澄清。中国游泳的崛起已经动了游泳强国
的奶酪。大概是在爱骂人的传统加上无良基因的作用
下，霍顿选择了最不君子、最无风度的方式，将粗俗当勇
敢，将无礼当子弹，用比骂人八辈祖宗还狠的语言，侮辱
了他最强劲的对手孙杨。

事实上，刚看到此消息时，我不是以上态度，我甚至
认为霍顿的话也没错，国人不应神经太敏感，不值得大惊
小怪。霍顿讲的是事实，只是他选择的场合和态度充满
恶意和轻蔑，一方面是澳洲人缺乏教养，一方面这小子讨
厌瘾君子，疾恶如仇可以理解。

但是，请！注！意！当我看到如下报道后，态度大
变！霍顿必须要公开向孙杨道歉！澳大利亚赞扬霍顿的
媒体必须闭嘴！澳洲泳协支持霍顿的态度必须改正！

最新的媒体报道透露，霍顿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
采访时承认，他说这些话是有意为之，是效法他的前辈约
翰·伯特兰的招数，目的是用故意轻蔑对手的言论去打击
对手，提升自己的必胜信心。霍顿对《悉尼先驱晨报》记
者说：“这并不是一时兴起。我不过是学习了约翰·伯特
兰击败美国人的方式。轻蔑对手可以使我摆脱压力。但
是，我不认为这么说有多夸张，因为事实如此，他药检呈
阳性。大家都在谈论禁药的话题，我觉得没什么不对
的。”

这简直是无耻之极！怎么可以为了夺金牌，不惜采
取如此下作的手段！这简直比吃禁药还可耻！

心理战可以用，但是，不能无下限！打着反对兴奋剂
的幌子，故意侮辱激怒对手，这种做法违反体育道德，十
分卑鄙。好在孙杨当时一眼就识破霍顿的小伎俩，根本
不和他打嘴仗。

既然霍顿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在玩战术，我们的媒体
和大众就不能中计。澳洲和西方媒体十分想把兴奋剂话
题引向中国选手，千万别上当！

但是，霍顿必须要公开道歉！尤其是在他承认了为
何故意伤害孙杨之后！ 新华社记者 杨明

霍顿必须道歉！

一段传奇，两人搭档，三十而
立，四朝元老，五金在握。这，就是
吴敏霞，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
中国体育的一个闪亮符号。

吴敏霞以奥运 5 金 1 银 1 铜的
成绩超越了伏明霞、郭晶晶、萨乌
丁等名将，谱写了跳水界的全新传
奇。与霸气的成绩相对应的，却是
她的温柔和腼腆，在这名上海姑娘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背后，却有
着不同寻常的坚守。

第四次征战奥运会，人们都在
关注吴敏霞身上的那些标签：四朝
元老，世锦赛女双 3 米板金牌数最
多的运动员⋯⋯但对吴敏霞自己
而言，她的标签就是“坚持”。

1985 年出生的吴敏霞以年过
30岁的“高龄”征战奥运会，是中国
跳水历史上的第一人。时间将她
的技术锤炼得炉火纯青，时间将她
的心态历练得成熟稳重，时间却也
将她的身躯消磨得伤痕累累。

“腰、背、膝盖、小腿、脚踝⋯⋯我
身上大概已经没有地方能再增加新的
伤病了。”吴敏霞曾自嘲地说，能做的
只有尽可能把伤病控制好。

从 2004 年带着腰伤登上雅典
奥运会冠军领奖台开始，与伤病作战
已经成为了吴敏霞训练生活的日
常。过了而立之年，体力越来越差，

但训练时间和训练量不能减，赛后康
复治疗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

“对我而言，选择成为运动员
已是奇迹。能够站上领奖台，是人
生的一种突破。而连续四次站上
奥运赛场，连续四次能摘得桂冠，
更是挑战极限，挑战自我。”吴敏霞
平心静气的话语中，透出的却是大
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那份自信。

生理上的疲劳和伤病是可见
的，但心理上的疲劳和伤病却是隐
形的，在奥运会这种顶尖高手参加
的巅峰对决中，一丝一毫的心理变
化都可能带来技术动作的变形，进
而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

中国跳水队科研保障团队负
责人张忠秋说：“对于运动员来说，
心理疲劳其实比生理上的更难恢
复，尤其是跳水这种对专注度要求
很高的运动。”

但这名性格平和、安静的江南
姑娘却格外的有韧劲，也有着强大
的内心。她和“跳水女皇”郭晶晶曾
处于同一时代，尽管实力强劲，但一
直默默做着师姐郭晶晶的配角，从
第一次 2001 年日本福冈世界游泳
锦标赛中亮相，到2011年上海世锦
赛，才收获首枚个人金牌。

为了这块金牌，她经历了漫长
的等待，克服了伤病的折磨，抵住

了年轻队友的冲击。世锦赛的这
枚金牌也代表着吴敏霞终于摆脱
了师姐郭晶晶的影子，在历经十年
的忍耐和磨砺后终于“化茧成蝶”，
迎来了属于她自己的时代。

从 2001 年到 2011 年，对于这
十年的光阴，吴敏霞只是淡淡地
说：“一切坚持都是值得的。”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是吴
敏霞第三次奥运之旅，在伦敦，她
不但实现奥运会女双 3 米板三连
冠，还夺取了单人3米板冠军。

单人 3 米板夺冠后，向来坚强

的她抱着教练痛哭起来：“我太激
动了，这枚金牌和以往都不一样。
过去都是双人的，这是我第一次站
在个人的最高领奖台上。”她笑中
带泪。

2016 年的里约奥运会女子双
人 3 米板比赛，或许是吴敏霞在奥
运会上的最后一跳了，在她轻盈的
跳跃、翻腾、屈体中，以全场最高分
的一跳，夺得了女子双人 3 米板的
冠军，在奥运的历史上永远留下了
她美丽的身影。

13 岁进国家队，至今已经 17

年，每天走板、起跳、入水的重复，
每天训练场、食堂、宿舍的“三点一
线”⋯⋯在这样单调的重复中，在
饱受身体的伤痛时，她并非没有想
过放弃，只是对梦想的渴望太强
烈，让她咬牙坚持下来。

对跳水的坚持和热爱，让她沉
得住气、受得了委屈、耐得住寂寞，
才造就了中国跳水队的“四朝元
老”，才能挂上沉甸甸的五枚奥运
金牌，让世界记住了“吴敏霞”这个
美丽的名字。

新华社记者 朱翃 周畅

——记四届奥运会五金得主吴敏霞

““吴吴””与伦比的美丽与伦比的美丽

在以主力第二棒身份拿下了男子 4×100 自接力冠军
之后，美国泳坛名将菲尔普斯已经获得了奥运会第19块金
牌，早就是奥运会金牌王和奖牌王的他，又在自己 18 金 2
银2铜的纪录上增加了金灿灿的一笔。

从2000年悉尼首次参加奥运会，到2004年雅典一人独
取6金，2008年北京完成8金伟业，伦敦再收4金，5次出战
奥运，如今已经年过31岁，菲尔普斯依然能够在里约斩获金
牌。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泳坛巨星可以保持如此长的巅峰？

没错，是拔罐，据说如今中医拔罐在美国游泳队非常流
行，菲尔普斯更是特别中意，以前他就曾晒出过拔罐的照
片，而在4×100自接力比赛中，我们更是能够清楚地看到，
菲鱼肩膀上和背上拔罐留下的印记。

美国多家媒体在赛后撰文，为看比赛后一脸懵懂的美国人
详细解释了菲尔普斯肩上背上的那些红印子是怎么一回事情。

这下，菲尔普斯仿佛成为拔罐在美国的代言人了。或
许，经过菲尔普斯的这次“广告植入”，拔罐在全球范围内将
更为盛行。 新体

菲尔普斯成拔罐“代言人”

2016 里约奥运会女子 100 米
仰泳半决赛，中国选手傅园慧顺利
晋级决赛，赛后采访中，傅园慧再次
成为了焦点，“傅爷”化身表情包萌
化众人。

赛后，在听到自己的成绩，傅园
慧表示非常惊讶，她反复询问并确
认自己的成绩，在接受采访时也是

“妙语连珠”。
当得知自己的成绩是 58 秒 95

时，傅园慧瞪大了眼睛问道：“58 秒
95?”接着深吸一大口气说：“我以
为是 59 秒!”接着她又猛吸了一口
气，表示不敢相信。随后她又瞪大
眼睛，张大了嘴巴说：“我有这么快!
我很满意!”这位 1996 年出生的泳
将脸上一直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当谈到自己是否有保留时，傅园慧
说：“没有保留⋯⋯我已经，我已经
用了洪荒之力了!”说完这段话，傅
园慧仍然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

谈到今天的表现和之前的恢复
过程，傅园慧说：“已经是最好成绩
了。我用了三个月去做这样的恢
复，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真的太辛
苦了。我真的有时候都感觉，我已
经要死了。我的奥运会训练，真是
生不如死。但是今天的比赛，我还
是已经心满意足啦。”谈到对明天的
决赛有什么期待，傅园慧调皮地说
道：“没有，我已经很满意啦!”接受
完采访之后，傅园慧还“啊”地大叫
了一声，一边转身兴奋地跑开了，难
掩喜悦之情。 宗禾

傅园慧采访表情包爆红

图右为吴敏霞。

男子举重56公斤级龙清泉夺冠。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