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龚莉芹 鄢卫华

2021年8月9日 星期一JIANGXI DAILY12 体 育

第32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闭幕
中国代表团获38金32银18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

为祖国争光，为奥运增辉
——东京奥运会中国军团素描

新华社记者

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这是中国代表团旗手苏炳添进入体育场。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8月8日，美国女排队员德鲁斯在比赛中进攻。当日，在奥
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美国队战胜巴西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8月8日，美国队球员斯图尔特（右）在比赛中封盖日本队
球员本桥菜子。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女子篮球决赛中，美国队战胜日本
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8月7日，巴西队球员阿尔维斯（右）在球队夺冠后与队友
庆祝。当日，在东京奥运会男足决赛中，巴西队通过加时赛以
2∶1战胜西班牙队，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男子百米半决赛发枪前，苏炳添双手
合十，大拇指与食指比出一个“一厘米”的
手势。他在赛后说：“我是想提醒自己进步
一点点就好。”

9秒 83！半决赛排名第一！新的亚洲
纪录！首位跑进9秒90的亚洲选手！

——苏炳添进步了何止一点点！
这恰如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

上的出色表现。
经过五年的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历经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备战、训练、比赛的重重
困难，克服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带来的种
种变数，中国体育人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的精神，发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优良传
统，为祖国争光，为奥运增辉，交出了一份
出色的成绩单。

赛场之外，中国军团在防疫和反兴奋剂
战场上均交出完美答卷，中国体育健儿阳
光、自信、率真、幽默、个性、时尚的一面也在
赛场内外闪耀，让世界看到更开放包容的中
国，也让世界更期待——半年后奥运将进入

“北京时间”，全世界将再度汇聚在五环旗下，
北京冬奥会将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闪耀东京
杨倩赢了。
这个出生于千禧年夏天的宁波姑娘，

从预赛到决赛最后一枪决胜负，无论领先
还是落后，始终眼神明亮、坚定，一如她手
中稳稳的气步枪。

她的启蒙教练虞利华说，这孩子从小
就有颗大心脏，“专注、自信、有胆量”。学
枪11年后，她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

这是中国代表团时隔九年再度拿到奥运
会首金。“开门红”显然是个好兆头，杨倩的沉
稳表现开启了中国代表团的东京神奇表演。

跳水、举重、乒乓球、射击、体操、羽毛
球六大优势项目构成了中国军团的基本
盘——在东京，仅这六大优势项目就夺得
27金，已经超过了里约奥运会的26金。

在东京，跳水、举重和乒乓球三支队伍
都无愧“梦之队”的称号，在所参加的比赛
中均仅让一枚金牌旁落，分别收获 7金、7
金和4金。

这三支“梦之队”都如中国乒乓球协会
主席刘国梁评价国乒的那样，是“可爱、可
敬、永远让国人自豪”的球队，并在东京捍
卫了队魂。

在里约奥运会上发挥不佳的射击、体操
两支队伍在东京重现辉煌，分别入账4金和3
金。赛前被认为形势严峻的羽毛球表现出
色，五个单项全部打进决赛，最终收获2金。

中国射击队还以11枚奖牌创造奥运参
赛史上的奖牌数纪录，其中4枚金牌背后都
有“00后”的身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
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梁纯说：“自古英雄出少
年，我们只要好好培养年轻人，我觉得他们
是能够担当我们射击事业的重担的。”

体操收官日，当邹敬园加冕男子双杠
冠军，管晨辰和唐茜靖在女子平衡木上摘
金夺银，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缪仲一激动万分：“我们打赢了东京奥
运翻身仗！我们翻身了！”

时光回转到五年前，中国体操队在里
约颗粒无收，不复强队风范。缪仲一和体
操队身上背负了沉重压力。他说，尤其是
疫情暴发后，主力阵容长期处于隔离状态，
久疏战场，节奏掌握和状态调整面临前所
未有的重大难题和挑战，能在东京取得这
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

田径和游泳两个基础大项在东京贡献
了太多惊喜。苏炳添百米半决赛9秒83动天
下，巩立姣、刘诗颖先后“乾坤一掷”定江山；张
雨霏化茧成“蝶后”，汪顺“老骥”终称雄……

突破与惊喜在更多项目上都有所展
现，中国代表团共参赛 30个大项 225个小
项，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赛艇女子
四人双桨和蹦床女子个人均是时隔 13 年
后再度夺金；孙一文夺得中国击剑奥运历
史上首枚女子重剑个人金牌；女子三人篮
球斩获铜牌……

是什么让中国体育健儿勇往直前？
在国家队教练们眼中，国家保障、备战

细致、提前适应赛制是成功关键。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也说：“这次在许多非传统强
项中，中国也表现很好。显而易见，中国奥
委会在运动员备战方面工作很出色。”

四年前张雨霏转投到崔登荣门下时，
因为性格迥异，两人产生过数次“火星撞地
球”的摩擦，对于崔登荣描绘的“三年拿下
奥运冠军”蓝图，张雨霏一开始完全不相
信，也不愿配合。

三年多来，师徒俩先后攻克了性格、技
术、心理等一系列难题，终于达成了互相信
任。崔登荣用“100米促进 200米”增强自
信等方法，终于把张雨霏送上了奥运冠军
领奖台——不仅在强项蝶泳上获得一金一

银，还和队友配合打破女子 4X200米自由
泳接力世界纪录夺冠。

每个“张雨霏”背后都有一位甚至多位
“崔登荣”，而他们所有人背后是国家的全
力支持。

当然，赛场上有赢就会有输，中国军团
也有眼泪、失落与遗憾。中国女足三战两负
一平，小组赛折戟；卫冕冠军中国女排同样
未能小组出线，创下历史最差战绩；中国跆
拳道队仅收获一枚铜牌，结束了每届奥运都
有金牌入账的历史。此外，中国军团在很多
大项上还没能取得更多突破，任重道远。

中国激情燃爆全网
无论输赢，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在东

京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8月2日，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的

最后一战，郎平对队员们说：“你们很多人
还是很年轻的，3年以后是巴黎，今天就把
它当作是重新起航。”

许多人没想到中国女排会在小组赛折
戟，但没有人舍得责怪这支中国女排。在三
连败出局后，中国女排迎来了两连胜。郎平
这样对队员们说：“大家要求我们女排的，不
是每一次都要拿到冠军，每次都要赢球，人
家喜欢我们是喜欢我们这种拼搏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所有中国运动员共有的属
性。

在总成绩落后 6 公斤的情况下，谌利
军用惊天一举实现大逆转；“不想给自己留
遗憾”的50公里竞走选手边通达带了三个
别针，将近4个小时的比赛，扎了自己十几
下；32 岁的谌龙虽然卫冕羽毛球男单失
败，但他脚上的血泡让人们记住了那个永
不放弃的“中国龙”；27岁的汪顺把个人最
好成绩提升了 1秒 16，成为中国男选手夺
得混合泳奥运金牌第一人……

中华体育健儿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
砥砺争先精神令人动容，他们在赛场内外
传达出来的自信从容也令人眼前一亮。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431 名运动员
平均年龄为 25.4 岁，其中 293 人为首次参
加奥运会，占运动员总人数的近七成。

这个夏天，奥运健儿们成为热搜榜上
的常客——这不仅仅是因为成绩出色，更
因为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他们将自己阳光、
自信、率真、幽默、个性、时尚的一面展现得
淋漓尽致。

个性表达、金句频出，在东京奥运会
上，以往中国选手不善表达的形象彻底改
观，多元的个人形象也让公众看到了运动
员群体的另一面。

首金得主杨倩比赛中一枪定乾坤，走
下赛场却宛如邻家小妹，还与网友分享起
了美甲秘籍。又能拿成绩又热爱生活，这
样的冠军食人间烟火、不高高在上，成为网
友们这个夏天追逐的明星。

个性之美源于自信，存在于种种细节
之中。

“00后”管晨辰在平衡木上的“袋鼠摇
手”不仅萌翻全网，甚至让场边的美国队教
练都忍不住模仿起来。

而刘洋在吊环上转动脖子的动作则被
国际奥委会官推捕捉到：“怎么会有人在吊
环上竞技的同时，还能看起来这么酷？”

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每个中国运动员
内心的期许，也是他们始终努力的方向。
正是因为有谁都看得见的赛场表现，有无
论胜负都永远保持强大的内心，他们才能
当得起成为新一代的全民偶像。

“北京时间”将树标杆
走过东京，奥运将进入“北京时间”。
7月 21日，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

全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向全会陈述了筹办
工作最新进展，表示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
史方位，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坐
标独特，世界瞩目。

又一次与奥运牵手，中国正逐渐成长
为推动和引领奥林匹克改革的践行者。在
获得冬奥红利的同时，更多中国经验、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将为奥林匹克运动、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借鉴。

自天安门沿长安街向西约 20公里，是
首钢集团老厂区旧址。“老首钢们”当初不会
想到，这里会建起冬奥会滑雪大跳台赛场

“水晶鞋”，北京冬奥组委也到此安营扎寨，
多支冬季项目国字号队伍还建了新基地。

这正是巴赫多次盛赞的“北京标准”。
他说：“北京筹备工作高效，在《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下尽可能节俭，同时传承奥林
匹克精神、尊重运动员体验。因此，我们非
常有信心北京将为《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树立新标杆。”

传承奥运精神，谱写新的篇章。巴赫
寄语北京冬奥：请继续保持强大。

半年后，中国将向世界各地的冬季运
动健儿张开双臂：北京欢迎您！ （据新华
社东京电 执笔记者：王恒志；参与记者：王
沁鸥、叶珊、丁文娴、王镜宇、刘阳、林德韧、
朱翃、夏亮、周畅、马楷、吴书光）

奥
运
，让
世
界
﹃
更
团
结
﹄

新
华
社
记
者

公

兵

赵

焱

周
万
鹏

虽然首次奥运比赛仅持续 24分钟便出
局，但这并不妨碍12岁的扎扎成为叙利亚第
一位通过资格赛获得奥运席位的乒乓球运
动员，也是东京奥运会年龄最小的参赛者。

因为战争，她经历了很多磨难，她想给
所有与她处境相同的人传递这样的信息：

“不管面对怎样的艰难处境，为梦想努力拼
搏，你终会实现目标。”

与扎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一支特殊的队
伍——国际奥委会难民代表团，他们或因为
战争，或因为贫穷……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罗德里格斯就是其中一位。仅上场 10
秒就被对手重拳击倒，他甚至连奥运的滋味
都未充分品尝到便要离开，但他代表的不仅
仅是自己，还有数百万像他一样背井离乡却
继续追梦的人。走进奥运赛场那一刻，他终
生铭记。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截至2020年
年中，全球有超过 2500万难民。据统计，仅
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就导致超过
2000万人沦为难民。

作为始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创举，难
民代表团的规模在东京奥运会上得到扩大，
从上届的 10人增至 29人，旨在借奥林匹克
运动唤起世界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上述两名运动员的磨难是全球纷杂局势的
缩影。因为奥运会，他们来到东京，暂时逃离战
争阴霾，沐浴着奥运阳光和雨露。他们相聚在
五环旗下，成为体育远离政治的最佳注脚，成为
奥林匹克格言中“更团结”的生动实践。

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肆虐如冬，依然
挡不住运动员们在赛场内外表现出的丝丝
暖意和由于互相欣赏而产生的深厚情谊。

15岁的日本选手冈本碧优在滑板女子
碗池决赛中出现失误而哭泣，其他选手将她
托举起来，送上安慰和鼓励，冈本开心地笑
了。中国选手巩立姣历经四届奥运会终圆
冠军梦，老对手新西兰名将亚当斯第一时间与她拥抱。羽毛
球男单决赛失利后，中国选手谌龙与冠军、丹麦名将安赛龙
交换球衣并送上祝福，安赛龙说：“无论输赢，你都是无数羽
毛球迷的偶像，我也该向你学习，期待下一场‘双龙会’。”女
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后，中国选手张雨霏特意给因为
白血病差点告别泳池的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送上拥抱……

赛场上的悲喜一线之隔，奥运会将运动员的心意相连、
情感相通。

虽然东京奥运会多数场馆没有现场观众，但运动员们相
互鼓劲、加油的镜头随处可见，友谊之花绽放东京。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说：“运动员为东京奥运会注入了灵魂。”

那抹动人的“志愿蓝”同样令人难忘——70970 名东
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志愿者就像伸到每个角落的触手，把奥
运大家庭的人联系在一起。

正如巴赫所说，奥运会的意义是让全世界相聚在一起。
日本志愿者热海周太在家门口感受到了相聚的力量。他说，
男子体操团体决赛那晚，他们和俄罗斯人、中国人一起在场
边看比赛，“大家为彼此的队伍加油打气以及称赞对手的表
现，让我感受到了奥林匹克精神：卓越、尊重和友谊”。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东京奥运会注定会在奥林匹克史上写
下特殊的一笔。在这里，成绩固然重要，但运动员之间的真情互
动和人性光辉的集中展示，是奥林匹克格言“更团结”的绝佳体
现，构成了奥林匹克历史长河中一朵朵激情跳动的美丽浪花；在
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共克时艰，为全人类战胜疫情注入
力量和信心；在这里，无论你的国家如何动荡，都会为你提供一
方心灵的净土，以及追求运动卓越的机会和舞台。

巴赫说，这是体育团结一切的力量，如同黑暗隧道尽头的
那束光，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希望。（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据新华社东京 8月 8日电（记者朱翃、
岳冉冉、王子江）在悠扬而空灵的音乐声
中，奥运圣火缓缓熄灭，第 32届夏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 8月 8日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
的夜色中闭幕。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评价这是一届
“希望、团结、和平”的奥运会，是一届“前所
未有”的奥运会。他在闭幕式致辞中说，在
这困难的时期，你们给了世界最珍贵的礼
物——希望！自疫情发生以来，这是第一
次，整个世界团结在一起。体育重回舞台
中央。世界上亿万的人们情同与共，分享
喜悦与激励的瞬间。这给予我们以希望，
这给予我们对未来的信念。

在奥运五环旗引领下，206 个代表团
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在东京以 9 秒 83
创造男子百米亚洲纪录的苏炳添作为中
国代表团旗手，高举五星红旗出场。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 777
人组成，其中运动员431人，参加了30个大
项 225个小项的角逐，为境外奥运参赛小
项最多的一届。经过16天奋勇拼搏，中国
代表团共获得 38金 32银 18铜，共计 88枚
奖牌，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金牌
数追平了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美国代表团以 39 金 41 银 33 铜的成
绩，依然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东
道主日本代表团以27金14银17铜位居金
牌榜第三位。

在一个多小时的运动员入场和闭幕式
表演后，本届奥运会举行最后的颁奖仪
式。女子马拉松和男子马拉松获奖运动员
享受了在闭幕式上领取奖牌的荣耀。

刚刚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
员的日本击剑运动员太田雄贵等人向奥运
志愿者和城市志愿者赠送纪念礼品，表达
对这些志愿者辛勤服务的感谢。这是城市
志愿者首次获得奥运表彰。

在乐曲声中，奥运五环旗缓缓降下、
收起，由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交给巴
赫，再由巴赫交给第33届夏季奥运会东道
主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由此拉开视
频版“巴黎八分钟”的序幕。

奥运圣火缓缓熄灭，圣火台缓缓闭
拢，还原成一个球形。在现场运动员和工
作人员的欢呼声中，人们向东京奥运会说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