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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游泳赛事激战正酣。这几天，我们见
证了多项世界纪录的诞生，也见证了美国飞鱼菲尔普
斯夺下个人奥运第19金的壮举。然而，游泳赛场的一
池碧水，却被某些运动员的口水弄脏了。日前，男子
400米自由泳金牌获得者、澳大利亚选手霍顿在采访
中恶意攻击孙杨是“嗑药的骗子”“吃禁药的选手不值
得尊重”，这些刺耳的言论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为此，中国泳协已致电澳洲泳协，要求霍顿道歉。
而在社交网络上，很多网民更是被这一出格的言论震
惊了。在霍顿的个人账号下，各国网友纷纷斥责他这
一有违体育道德的行为。

“每一位能够来到奥运会的选手都应该得到尊
重。”面对对手的恶言相向和放肆挑衅，孙杨显露出一
名运动员应有的态度与风度。尊重对手、尊重他人，这
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也是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正如孙杨与朴泰桓、林丹与杨宗纬、费德勒与纳达尔、
C 罗与梅西，伟大的对手往往在赛场上剑拔弩张，又
在赛场下惺惺相惜。口出恶言攻击对手，人格上便首
先“跌了份儿”。孙杨虽然输了比赛，却赢得了尊严、获
得了掌声。

为何霍顿有胆在赛场上公开攻击孙杨？据澳大利
亚当地媒体披露，霍顿说这些话是有意为之，是效法
他的前辈、现任澳大利亚游泳协会主席约翰·伯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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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说：“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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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关于孙杨服用禁药的事件，权威机构已有定论。霍顿这套
心理战的说辞，反倒更凸显出自己的不自信。为了夺金牌，不惜采用这
种下三滥的阴招，生生把游泳池当成口水池，把奥运会当成了自己的
堂会。

其实，霍顿的这番言语，也是被“惯”出来的。近年来，中国游泳的崛起
动了澳大利亚等传统强国的奶酪。因此，某些国家和媒体或咬住个案不松
口，试图以此抹黑中国游泳，或空穴来风地质疑中国选手服禁药、使阴招。
谁知，背后使诈的正是这些面子大、心眼小的“游泳强国”。而霍顿的所作
所为，也得到了澳大利亚媒体的肯定。此前，还有外媒称赛前训练时孙杨
故意溅起水花干扰并嘲讽霍顿，如此报道无疑助纣为虐。

出口伤人、出口成脏，霍顿
必须道歉。而对孙杨和中国游
泳队而言，回击侮辱与污蔑的
最好方式，就是凭借强大的实
力，赢得更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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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直击里约直击

8月7日的里约玛丽·亚伦克游泳
中心，无疑是属于吴敏霞、施廷懋及整
个中国跳水队的。这个以巴西最伟大的
泳坛运动员名字命名的体育馆，见证了
两位中国健儿令人惊艳不已的表演。一
枚沉甸甸的奥运金牌如约而至，也吹响
中国跳水梦之队揽金入怀的号角。

强势！
新老组合夺金无悬念

“梦之队就是要出手夺金。”这是
中国跳水队小将陈艾森眼中“梦之
队”的基本标准。而吴敏霞/施廷懋
出战里约奥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的表
现，显然比上述标准更近一步，为其
加上一个霸气的补充：没有悬念。

当日 16时整，决赛开始。吴敏霞/
施廷懋组合第3个出场，第一轮以一套
难度系数2.0的规定动作和近乎完美的
入水征服评委，得到55.80的全场最高
分。接下来几轮比赛中，中国组合一路
领先并不断扩大比分差距，到最后一轮
比赛前，她们以领先对手20多分的绝
对优势基本锁定胜局。当她们又一次站
上跳台时，现场观众都清楚地知道，与
其说她们是在进行比赛，不如说是在进
行跳水艺术表演。随着现场大屏幕上显
示出最后一跳的得分为81分，这对组
合为中国军团信手摘得一金。

伟大！
吴敏霞跳水谢幕创历史

对吴敏霞来说，这枚里约奥运金

牌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个人奥运会
金牌数累计达到 5 枚，超越了伏明
霞、郭晶晶两位“跳水皇后”，成为
中国跳水队之最；奥运奖牌数累积至
7 枚，超越了李宁、李小双、王义
夫等传奇人物，成为中国体坛之最。
此外，她在世界三大赛上获得的双人
赛冠军总数更是达到了 16 次，排世
界第一。里约奥运会上，吴敏霞的冠
军加冕注定载入中国体育和世界体育
的史册。

这枚金牌也是吴敏霞为自己的跳
水生涯准备的谢幕礼。这位6岁入行、
13岁入选国家队、19岁斩获首枚奥运
金牌的跳水老将已经选择为自己的跳
水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无论多么不舍

与热爱，终归有说再见的时候，何况跳
水坚持25年其实也已足够长。

夺冠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吴敏霞
也坦言：“从来没想象过坚持这么
久，确实挺不容易。”也正是从这个
角度而言，面对“伟大”这个评语
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应该挺伟
大的。”当然，对倾情奋斗过的中国
跳水事业，她也一往情深地表白：

“我会时刻关注中国跳水！”

包揽！
梦之队拼金大幕已拉开

吴敏霞/施廷懋组合的摘金秀只
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掘“金”

的开始，接下来，随着奥运进程，预
计将有一系列金牌入账。当然，得出
这一乐观判断的基础，是中国跳水队
的雄厚实力。

实际上，出征里约的中国跳水梦
之队阵容之豪华让人叹为观止。13
名队员中，包含了上一届奥运会冠军
陈若琳、何姿、吴敏霞、秦凯、曹
缘，其余 8名中有 7人是近两年国际
泳联大赛的冠军得主。

如此阵容大有包揽跳水金牌之
势，而从伦敦奥运勇夺跳水8枚金牌
中的 6 枚，到今日吴敏霞/施廷懋组
合强势夺冠，可看出中国跳水梦之队
不排除有此雄心壮志。

本届奥运会，中国跳水队希望在
保持原有6枚金牌的基础上，把旁落
的2枚金牌 （男子十米台和男子三米
板） 夺过来。在最近3次世锦赛上实
现男子十米台三连冠的邱波有望报伦
敦奥运会一箭之仇，把该项金牌收入
囊中。而获得 2015 年第 16 届国际泳
联世锦赛男子三米板冠军的何超则有
望冲击该项目金牌。自古英雄出少
年，也有评论对几位首秀奥运会的小
将 （15 岁的小将任茜和 17 岁的小将
司雅杰） 非常看好，认为她们将有争
金夺银的上佳表现。
（本报巴西里约热内卢8月8日电）

跳水梦之队
开启掘金模式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跳跳水梦之队水梦之队
开启开启掘金掘金模式模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保淑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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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对着宽大的五环旗图案，他缓缓俯身，
双手紧握杠铃，伴随着一声低吼，腰立刻绷
紧、腿稳稳扎住，同时双臂用力把杠铃托到颈
部与双肩位置，慢慢稳住几秒。只见他腿部先
微曲、再猛地直起，左脚后撤一小步弓起，右
脚向前迈出半步，稳住重心，同时借助惯性顺
势把杠铃高高举起。

成功了！成功了！全场欢呼声喝彩声震耳
欲聋，脚手架搭成的临时看台在人们的躁动、
呼喊声中微微震颤。他扔下杠铃，大吼3声，同
时向前3次伸出手臂作出庆祝的姿势，显出无限
的兴奋而狂喜。

他真的成功了，以抓举 137 公斤、挺举
170 公斤的成绩夺得里约奥运会男子举重 56 公
斤级冠军，并以 307 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了该项
目总成绩世界纪录。他就是中国大力士龙清
泉。

龙清泉的这个巨大成功似乎来得太突然
了，现场的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见证准备，以至
于显得愕然不已。是的，谁会想到他就这样打
破土耳其神童穆特鲁保持 16 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呢？而穆特鲁正是龙清泉一直崇拜的偶像，打
破偶像创造的纪录这或许是向偶像致敬的最好
方式吧。这个坐落在里约一列小山脚下的简陋
的奥运场馆不知何来的荣幸，竟见证了如此辉
煌的体坛胜景。

龙清泉，这位出生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的 26 岁青年在兴奋与狂喜中说，成功那一

刻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上。彼时，他以抓举 132 公斤，挺举 160 公
斤、总成绩 292 公斤夺冠，向世界第一次展
示了自己所具有的王者之气。

但 8 年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有令人欣喜
的成功，更有折戟沉沙的落寞。谁能理解他
曾没有获得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的
苦楚呢？不向隅而泣，而是选择向阳而生；不
自怨自艾，而是选择苦练磨砺，他一直在为
实践 8 年前夺冠时发出那句誓言“我想超越
穆特鲁”而努力不止。

龙清泉究竟是如何做到东山再起、王者
归来的呢？他这样说：“如果让我来给自己的
成功做出解释，我认为首先是勤奋，其次当
然要有天分。可以说，勤奋加天分，成就了
我的今天。我在平时训练时就举起过这个重
量，这次来里约，我就是以冲击者的心态来
搏、来拼的。2008 年北京奥运会夺冠之后，
我的想法多了，反而让自己止步不前。现
在，我的心再度平静，完全抱着拼对手的心
态。”

他还把自己今天的成功归功于孩子。他
说：“8 年的时间，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
子，转眼成为丈夫、父亲，我肩上承担了更
多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让他感到，要拼
搏，要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宣布，自己
今天获得的这枚奥运金牌将送给自己未出世
的第二个孩子。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本报里约热内卢８月７日
电（记者张保淑） 里约奥运会
乒乓球赛场７日迎来多位大牌
球员。头号种子马龙和丁宁在第
三轮中以４︰０的相同比分速
胜各自对手。

面对丹麦选手格罗特，现男
单世界第一马龙很快以 11︰3、
11︰2 和 11︰3 连下三局。没有
退路的第四局中，格罗特表现出
足够的顽强，连续挽救了多个赛

点，不过马龙还是靠一记高质量
的正手回球以 11︰9 结束了战
斗。女单头号种子丁宁同样赢得
顺风顺水。以11︰5和11︰8拿
下前两局后，丁宁在第三局6︰4
领先时，因为发球被当值裁判
认为拖延比赛时间，而被出示
黄牌警告。不过比 4 年前更成
熟的丁宁未受到影响，又以11︰5
和 11︰2 连拿两局取得“开门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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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77日日，，吴敏霞吴敏霞 （（左左）） 和施廷懋在比赛最后一跳后拥抱庆祝和施廷懋在比赛最后一跳后拥抱庆祝。。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8月7日，龙清泉在挺举比赛中试举。
新华社记者 李 明摄

龙清泉：王者归来

8月6日，中国选手孙杨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