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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漫笔五环漫笔

里约直击里约直击

露天有风的跳台、相对低的温度、疑似因藻类
滋生而一夜变绿的池水……这些不利因素，都无
法影响中国跳水梦之队豪取金牌的节奏。在8月9
日下午举行的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老将陈
若琳带领小师妹刘蕙瑕一路领先，最终以近10分
的优势摘取金牌，帮助中国队第五次拿下该项目
奥运会金牌。陈若琳本人也实现了该项目三连冠，
将自己在双人十米台上的不败纪录提升至57场。

成功卫冕并不意味着完美。实际上，搭档刘
蕙瑕在第四跳出现了失误，总分被对手追了上
来。关键时刻，经验丰富、心理素质超强的陈若
琳安慰队友，稳住阵脚，在最后一轮比赛中跳出
87.36的高分，锁定胜局。对陈若琳当天的表现，
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李娜给
予高度肯定，赞赏其发挥的稳定性和高水平。而
在启蒙教练高峰看来，陈若琳堪称跳水天才，而
这个天才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水准高，
更在于心理素质好、发挥稳定。

良好的心理素质在于长期的训练磨砺，也
与陈若琳特殊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陈若琳
1992年出生于江苏南通。3岁时，父母离异，她跟
随外公外婆生活。4岁时，她被送到市儿童业余
体校接受跳水训练。之后，她被选拔到省少儿体
校，成为短期代培生。陈若琳自小接受跳水训
练，过集体生活，鲜与家人见面，只能偶尔给家
人打电话。这不仅培养了她独立自主的能力，也
塑造了她坚强的意志和品格。

1999年夏天，陈若琳赢得江苏省少儿跳水比
赛儿童丙组全能第四名，并在1年后加入省少儿
体校队。2003年，年仅11岁的她在全国少儿跳水
赛上横扫三金。一年后，她在全国跳水锦标赛“越
级”挑战，与李婷、劳丽诗等名将同场竞技，夺得10
米跳台的第5名。2004年底，她入选国家队。

从2006年到2016年，陈若琳累计参加了14
次世界大赛，包括 3 届奥运会、4 届世锦赛、6 届
世界杯。至里约奥运会双人十米台结束，陈若琳

共拿到 19 次世界冠军，其中有 14 次是双人项
目。奥运会三连冠、世锦赛五连冠、世界大赛则
是十四连冠。值得一提的是，陈若琳在双人项目
上有绝对统治地位，自2006年以来，她在世界大
赛双人项目的胜率竟然达到100%。

辉煌的战绩使陈若琳曾一度“迷失”。手
握 4枚奥运金牌，她一度找不到继续前进的动
力，训练作风也开始变得散漫起来，成绩下降得
惊人。在奥运选拔赛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中，她
竟然一度落到第六名。“不要以为自己有了以
往的金牌和荣誉，就可以吃老本，就一定可以
代表中国参加里约奥运会了。”教练周继红这句
当头棒喝，让她猛然惊醒，全身心投入奥运周
期 备 战 ，
终于成就
了这段辉
煌的里约
传奇。

一日两金 渐入佳境

在女子63公斤级决赛中，先进行的是抓举
比赛。邓薇将开把重量定在 108 公斤，第一次
试举就轻松成功。第二次、第三次试举，她把
重量分别提高到112公斤和115公斤，都取得成
功，以领先第二名 4 公斤的成绩，进入挺举决
赛。挺举中，邓薇开把 138 公斤，稳稳举起，
凭 253 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了奥运纪录，并提
前锁定了金牌。接下来，邓薇在第二次挺举中
成功举起了 147 公斤，总成绩达到了 262 公斤，
打破了挺举 146 公斤的世界纪录，同时也打破
了总成绩261公斤的世界纪录。

在男子69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石智勇在

抓举输给对手1公斤的情况下，依靠强大的挺举
实力，最终以352公斤的总成绩如愿摘金，帮助中
国体育代表团赢得在里约奥运会的第八金，也是
中国举重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三块金牌，
石智勇也帮助中国举重队获得这一级别上的奥运
四连冠。

遭遇烦恼 反思调整

中国举重队为里约奥运之行，制定了“保
6争8”的金牌目标。由于俄罗斯举重队被国际
举联全队禁赛等新状况出现，中国举重队调
整了目标。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举重队
副总教练张国政表示，中国举重队这次在里约
奥运会上力图实现巨大突破，在全部10个参赛

项目上，期望“十全十
美”。这表明，中国队期
待抓住机会，向举重 10
金迈进。

或许正是在这种背景
下，举重队作出临阵换将
的决定，将女子 48 公斤
级的参赛级别更换成 75
公斤以上级，人选也从已
到达巴西的侯志慧换成仍
在国内的孟苏平。此举被
外界指为“唯金牌论”，
饱受争议。

奥运开赛后，虽有龙
清泉强势回归夺冠，但中国举重队意外不
断。女举开局不顺，53公斤级别的黎雅君
因挺举零成绩黯然出局。而男子举重夺冠
把握极大的谌利军，在抓举比赛时突发抽
筋，直接退赛。这使得中国队赛前制定的

金牌目标面临严峻考验。面对上述状况，中国
举重队及时进行反思调整，贯彻“稳”字当
头，做到稳扎稳打。

邓薇今日比赛就贯彻了上述求“稳”原则。她
虽然实力超群，但教练组主动把抓举开把重量从
110 公斤减为 108 公斤，并在 3 次试举中以稳为
要。挺举开把同样从140公斤减为138公斤，并且
第一次就稳稳举起，确保金牌进入口袋。

重任在肩 前路光明

举重项目是中国奥运军团的传统强项，中
国举重队是中国奥运军团中当之无愧的金牌之
师。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制定更高的金
牌目标，以图进一步奠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金
牌榜中的位置，自然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但
是也要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从“保六争
八”到“十全十美”的跨越，如今看来有点金
牌“大跃进”的意味。在此目标指导下，往往
会出现不必要的冒险，结果适得其反。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里约奥运举重还有
6 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举重健儿向艳梅、田
涛、杨哲等还将向冠军发起冲击。从既往的表
现来看，他们在各自级别上都有超一流的实
力。只要坚持不冒进、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
发扬挑战自我的精神，就有揽金入怀的机会。
今天邓薇和石智勇的大爆发就是明证。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9日电）

中国大力士
里约奋起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中国大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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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里约会展中心2号馆两度奏响中国国歌，两枚金灿灿的奥运金牌被
中国大力士邓薇和石智勇分别揽入怀中。中国选手以包揽当天所有举重金牌的气
势，一扫前两个比赛日意外不断的尴尬，彰显了在该项目上的霸主地位。经过调
整磨合，中国举重队终于迎来了期待中的里约奋起。

听说为了看宁泽涛的比
赛，很多“迷妹”操碎了心。

本届奥运会游泳比赛
时间对中国观众有点不太

“友好”：预赛大多在北京时
间凌晨举行，而半决赛和决
赛则安排在上班时间。很多
宁泽涛的拥趸，不得不强打
精神熬夜，又不得不带着惺
忪的睡眼，避开老板的目
光，从手机上偷偷看一眼

“老公”的赛况。
据观察，本届奥运会中

国军团的整体颜值相当高。
除了宁泽涛，泳池里还有徐
嘉余这一刚刚被“挖据”出
来的“小鲜肉”；在马术这样
的冷门项目上，也有华天这
样集高雅与帅气于一身的
美男子；击剑队更是个顶个
的大长腿，赢得了“天团”的
美誉。

当然，奥运之美，不能
全让“迷妹”沾了光。对“宅
男”而言，奥运赛场也不乏
大饱眼福的机会。从可爱型
到女神型，奥运赛场的美女
很养眼。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
偏偏要靠才华。进入审美时
代的体育，观众的口味也挑
剔了不少。而对于那些颜值
较高的选手，观众更为期待，
对成绩反倒也更宽容些。还
有一些好事的自媒体，偏要
剑走偏锋，总结出“难看”运

动员排行榜。参加本届奥运的张国伟、董斌、傅
园慧等“不幸”入选，让人觉得颇不公平。“大鹏
展翅”的张国伟、有“三级跳刘烨”之称的董斌、
游泳界的“泥石流”傅园慧，明明都有自己独到
的美丽所在，怎么就丑了呢？

仔细想想，这个看脸的体育世界，怎么
看都像是由媒体、赞助商、观众等联合参与
的一场“合谋”。把名叼来、把钱叼来，把观众
套进去了。消费时代无孔不入，体育赛场自
然也不能免俗。

集颜值与才华于一体当然让人嫉妒，登
上奥运赛场，更绝非等闲之辈。不过，体育赛场
上，终归还是要靠成绩说话。31岁的菲尔普斯，
已经揽下奥运赛场的第21金；41岁的丘索维
金娜，传奇般地第七次参加奥运会……运动之
美，更多地体现在超越自我的精神和坚持不懈
的拼搏上；奥运之美，在于践行更快、更高、更
强的信条，在于为国争光的信念。

由此看来，出现在奥运赛场的每一名运
动员，其实都是美之所在。当然，除了那些不
懂得尊重他人的丑角，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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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琳：十米跳台 百味人生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9日电（记
者张保淑） 9日，里约奥运女足小组
赛全部结束。中国队最后一轮“闷
平”瑞典，与对手携手晋级八强。加
拿大队则在历史上首次战胜德国队，
以F组第一身份晋级1/4决赛。

瑞典女足开赛即采用前场逼抢的
凶猛踢法，意图切断中国队中前场的
联系。中国队则坚持传统传控打法，耐
心利用对方高大后卫转身慢这一弱点
寻觅机会。中国队上半场虽然创造出
多次任意球机会，可惜 3 名进攻球员

平均身高与对手后卫线相差太大，虽
占据优势，却始终没有获得绝对破门
良机。

下半场瑞典队虽然一度投入更
多兵力进攻，但也始终不敢再派前
锋上场祭出搏命战术。最终，瑞典
女足仍然没能打破在奥运会上对中
国难求一胜的尴尬纪录，两队用一
场没有进球的平局携手晋级本届奥
运会 1/4 决赛。中国队将在淘汰赛
首轮面对德国队，而瑞典队则将遭
遇美国队。

“铿锵玫瑰”晋级八强

奥运之星奥运之星奥运之星

美国“飞鱼”
收获奥运21金
在接力项目收获自己的奥运 19

金之后，当地时间 8 月 9 日晚，美国
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又一举夺得4×200
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 200 米蝶泳金
牌。31岁的“高龄”也让菲尔普斯成
为奥运历史上最年长的游泳个人项目
冠军。

图为菲尔普斯在颁奖仪式上亲吻
金牌。 新华社记者 戚 恒摄

石智勇石智勇

邓薇

▶ 陈若琳 （右） /刘蕙瑕
在颁奖仪式上

▲

陈
若
琳
（
左
）\

刘
蕙
瑕
在
决
赛
中
。

▲

陈
若
琳
（
左
）\

刘
蕙
瑕
在
决
赛
中
。

宁泽涛宁泽涛

华天

雷声

刘湘

何姿

何雯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