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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之星奥运之星

五环漫笔五环漫笔
里约直击里约直击

心静如水 不为金牌所累

“我本是一直笑着的，不知是谁提到我儿子，眼
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了。”杜丽这样解释自己“含笑的
泪水”。言及4岁的孩子，触动了她心头最柔软的地
方。“他可能还不懂，但会在电视前看妈妈。”远隔
浩瀚太平洋的母子俩，彼此无疑是最深情的牵挂。

40枪420.7环，杜丽堪称完美的表现打破了该项
目奥运会资格赛纪录。不过，她在决赛的发挥出现
了波动，3 度站在被淘汰出局的边缘。但她还是以
10.8 环的绝佳成绩，使自己一直站到只剩两人的终
极对决。最终，杜丽以 1 环之差惜败美国小将思拉
舍，获得亚军。联手易思玲，两位奥运冠军的“双
保险”却失手本届奥运首金，有人从杜丽的泪水中
解读出“悔恨”。其实，这貌似合理的解释却是十足
的误读。不想夺金的运动员不是真正追求卓越的运
动员，而只盯着金牌的运动员则注定沦为单纯竞技
的奴隶。作为一员老将，曾勇夺过雅典奥运和北京
奥运金牌的杜丽在乎的早已超越了金牌本身，她在
乎的是那份为射击运动奋斗的内心渴求。

奥运淬炼 成就射击辉煌

如果不是这份强烈的渴求，杜丽很难再拿起
枪，更不会出现在奥运赛场。北京奥运会上以一枚
金牌完美谢幕之后，杜丽选择了结婚生子。面对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召唤，带着对射击浓厚的感
情，杜丽带着刚半岁的孩子回到国家队备战。遭遇
伦敦奥运会的失利后，杜丽尽管有很多不舍，还
是选择了退役，全心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原本
以为这就是自己与射击运动全部的缘分，但随着
里约奥运的临近，那份对射击运动的情感日趋强
烈。终于，听从内心的召唤，她在 2015 年初带着
儿子又一次回到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训练场。
里约奥运会信息系统也特别记录下她这段从退役到
回归的历程。

阔别赛场多年，回归奥运不易。要拿到里约入
场券，杜丽只有忘记光环，去拼每一场选拔赛。忘
我的拼搏获得应有的回报，杜丽不仅拿到挺进里约
的资格，而且在4月举行的射击世界杯里约站暨奥运
会测试赛上赢得了复出后唯一一站世界杯冠军。而
今，在里约，中国观众见证了她打破奥运会纪录并
成功摘银的佳绩。在杜丽看来，这块银牌成色十
足，不比金牌差。因为它一样记录了不言放弃、追
求卓越的奥运人生。

瞄准前方 开辟崭新事业

从银牌中体味到不输金牌的成色，这是杜丽的人
生新境界。这一境界还体现在对后起之秀发自内心的
欣赏与敬佩。“她打得非常棒！”谈到冠军思拉舍时，杜
丽赞叹其超级稳定的发挥和一鸣惊人的实力。

“享受射击，享受奥运”，是杜丽人生新境界的
另一个体现。“笑对银牌”是最好的诠释，也辉映了
当天比赛现场由于修改规程后出现的全新景象：乡
村风格背景音乐回荡，主持人如 DJ 一样垫场穿插、
活跃气氛，观众鼓掌欢呼并弄响各类加油道具。这
场不折不扣的奥运射击嘉年华，正在引导各国的枪
手与观众享受射击运动的快乐。

对杜丽而言，奥运射击嘉年华还将继续。5 天
后，她将参加步枪三姿的比赛。8年前的北京奥运，
她正是在这一项目上斩获
金牌。被问到里约奥运会
后的打算，杜丽坦言，这
可能是她最后一届奥运，
目前虽无明确目标，但是
她仍将“瞄准”射击事业。

又到8月8日，转眼又是一年。
8 年前的今天，2008 年奥运会

在北京开幕。那是中国人第一次与
奥林匹克运动如此近距离地接触，
也是世界第一次通过奥运会的舞台
细致入微地观察和了解中国。

里约奥运会开幕前后，网络上关
于北京奥运会的讨论又多了起来。对
中国观众来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虽
然精彩，却似乎少了点震撼。因此，不
少人津津有味地重温起 8 年前“鸟
巢”万人击缶、卷轴演绎历史的场景。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觉得有点乏
味，甚至咄咄逼人。”——视频网站
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解说
员8年前的一句点评，甚至引发了网
友集体弹幕吐槽：“没见过世面，被吓
到了吧？”

8 年，近 3000 个日夜。历经时间
的洗礼，北京奥运越来越显露出它的
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
在奥运的光荣历史中，在每个人的成
长过程中，2008年 8月 8日已然成为
一个节点，它用来标注时间，用来衡
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距离。

对国家而言，伴随着奥运会的举
行，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德国
进入世界前三，两年后又超过日本。
更重要的是，奥运会的举办让中国更
深入地融入世界。从奥运火炬传递过
程中的小杂音，到反恐、人权、领土等
内政外交的大课题，中国与它的国民
一道，越发自信、成熟与理性。

对奥运而言，2008 年的北京已
经成为自身历史上的灿烂篇章。此
后，无论是伦敦、里约还是未来的

东京，都承受着与北京“对标”的
压力。而对中国体育而言，北京奥
运也打通了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

“任督二脉”。足球、马拉松、广场
舞……总有一款运动适合你。甚至
有人开始畅想，广场舞何时也能成
为奥运项目？

对运动员而言，2008 年的北京
奥运会同样成为命运的转折点。悲
情者如刘翔，从此陷入无尽的伤病
困扰；喜悦者如李娜，从奥运会 4
强走向大满贯冠军。明显的观感
是，自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坛涌
现出越来越多“德艺双馨”的明
星，且具备了世界级的影响力。

对普通人而言，2008 已成或清
晰、或模糊的回忆，但那年夏天的感
动、激情、泪水已经成为生命中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如今，笔者的身边有
两对因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服务相识
相恋、走向婚姻殿堂的伉俪。奥运会

“激励一代人”的口号，绝非戏言。我
们忍不住期待，6 年后的 2022，奥运
又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惊喜？

里约奥运已经拉开了帷幕。别具
风情的开幕式与精彩的比赛甚至让人
淡忘了开赛前的吐槽与质疑。经历了
筹备过程中的动荡与坎坷，但愿这个
国家与这座城市，能够借助奥运的力
量走出阴霾，重拾金砖之国的荣耀。

伤心落泪自是情理之中，满脸笑
靥也会泪光闪闪。当地时间8月6日上
午，里约德奥多鲁奥林匹克射击场，
刚刚获得奥运女子10米气步枪银牌的
杜丽接受记者采访，在笑着转身的刹
那，泪水竟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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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三 大 球

8 月 6 日，在 2016 年
里约奥运会女子足球小
组赛中，中国队以 2︰0
战胜南非队。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8 月 6 日，在 2016 年里
约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中
国队以2︰3不敌荷兰队。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8月 6日，在 2016年里
约奥运会男篮小组赛 A 组
比赛中，中国队以62︰119
不敌美国队。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

女足
胜南非
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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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
负荷兰

男篮
负美国
男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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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杜丽在决赛最后一枪后。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摄

8 月 6 日，中
国选手杜丽在颁奖
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摄

女子10米气手枪张梦雪夺冠

黑马射落首金
里约奥运射击场注定承载着中国

奥运金牌梦想。当杜丽、易思玲的
“双保险”痛失首金之后，当孙杨以
0.13秒之差憾负对手之时，人们再次把
期待的目光投向射击赛场。当地时间8
月7日一早，众多中国观众和媒体蜂拥
而至射击馆，翘首以盼北京奥运会冠
军郭文珺和 2015 年韩国射击世界杯亚
军张梦雪能在女子 10 米气手枪比赛中

为中国军团射落首金。
然而，郭文珺出师不利，资格赛

大失水准，无缘决赛。中国队只剩下张
梦雪以让人揪心的第七名进入决赛。所
幸，决赛赛场一切从零开始。现场的中
国观众和记者都屏气凝神、保持沉默，
尽量不给张梦雪增添压力。

正当大家为张梦雪默默加油祝福
之际，她在决赛阶段却出人意料地大
幅“低开”，前 4 枪都打在 10 环以下，
让人替她捏了一把汗。然而，首次参
加奥运会的“90 后”小将却迅速调整
好状态，以一个 10.8 环的成绩引得满
堂喝彩；紧接着又打出 10.4 环，排名
迅速升至第五位。最残酷的“双发”
淘汰赛，比赛局势随时都可能发生逆
转。关键时刻，张梦雪持续“走高”，
接连打出 10.2 和 10.3 环，依靠稳定的
发挥晋升首位。随后，她继续扩大领
先优势。尽管期间的一枪 9.1环让现场
气氛再度紧张，但张梦雪再次展现了
超强的抗压能力，以 10.9 环的最高分
震撼全场。到了与俄罗斯选手巴特萨

拉 斯 基 娜 的 终 极 对 决
时，张梦雪已经为自己
累积了整整 2 环的优势。
最终，张梦雪以“无可
撼动”的优势成功夺冠。

张梦雪 1991 年出生
于山东济南市，2004 年
进入济南市体校射击队
进行训练。说起自己练
射击，张梦雪也觉得纯
属“意外”。“最开始练
射击是因为陪我的一个
小学同学去的，结果我

被教练看中了。一开始，家人也很难
作出决定是让我练射击还是继续在普
通学校上学。”两难之下，张梦雪决定
先跟着体校练练，看一下自己是否是
那块料。半年后，张梦雪的进步迅
猛，教练也认为她很有射击天赋，适
合进入专业队。

在济南市体校仅仅训练了两年，
张梦雪就被山东省队看中。3年后，张
梦雪又参加了国家队青少年集训，去
卡塔尔参加亚洲气枪锦标赛，获得了
个人第三、团体冠军。2014 年底，张
梦雪通过选拔，一举打进国家队。让
人想不到的是，进入国家队仅仅一
年，2015 年，在名将郭文珺没有通过
韩国射击世界杯资格赛的情况下，首
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赛事的张梦
雪挺身而出，拿到银牌，为中国队拿
到了一张奥运会入场券。2016 年，张
梦雪又连续在世界杯泰国站和德国站
两次获得第三名，入选里约奥运名单。

谈到决赛的表现，张梦雪说：“之
所以越打越好，是因为心态越来越坦
然。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最后有
幸进入决赛，感谢国家队和教练员的
支持帮助。”

“尽自己最大能力为国家增光，我
感到很自豪。”手捧金牌，张梦雪笑得
合不拢嘴。

（本报巴西里约热内卢8月7日电）

8月7日，张梦雪赛前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88月月77日日，，张梦雪赛前向观众致意张梦雪赛前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韩瑜庆摄摄

本报记者 张保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