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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8
日正式成立，416名运动员将出征里
约。发挥最高水平、争取最佳成绩
仍然是体育健儿们的最大目标，但
同时要指出的是，“唯金牌论”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夺金自然可喜，能超
越自我、展现体育精神和中国形象
更值得大大点赞，让每位选手都成
为“中国榜样”应该是中国体育代表
团的最大目标。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至今，中国
体育健儿们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为国
争光，从许海峰到女排，从刘翔到孙
杨，一代代体育人用自己在奥运会上
的出色表现激励着国人，金牌在提高
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上作用明显。

如今，经过北京奥运会的巅峰时
刻，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正努
力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这就既要有
尖子选手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更
要普通大众和体育“亲密接触”。一

个只有很多金牌、孩子们却大批是
“豆芽菜”、“小胖墩”的国家无疑是
不健康的。国务院 46 号文将全民
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显然是要把
此前缺的“课”补起来，真正让中国
体育在竞技和全民健康两条路上
比翼齐飞。

32 年过去了，在新一届中国军
团即将出征之际，无论是中国代表团
还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体育价值观都
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无原则地一味追求金牌和锦标并无
意义。伦敦奥运会吴景彪错失金牌
后痛哭流涕，国人更多给予的是宽容
安慰，这和1988年李宁兵败汉城（首
尔）后的遭遇有天壤之别，显然，金牌
在国人眼中已经不是“唯一标准”。

当然，展现体育精神和国家形象
与争夺金牌本身毫不矛盾。无论是在
哪里，我们都能听到和看到体育榜样
对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示范和带
动作用。

中国体育已经开始转身，是时候
彻底抛掉“唯金牌论”了。无论夺金
与否，希望每位中国选手都能在奥运
赛场上成为“中国榜样”。

“唯金牌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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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330多人将人民大会堂三楼
小礼堂几乎坐满的时候，意味着中国
奥运军团面向里约奥运会的冲锋已
经箭在弦上！

18日，中国体育代表团里约奥
运会动员大会举行，备战了四年之久
的中国奥运健儿们将迎来展示风采
的重要时刻。

作为功勋教练，中国女排主教练
郎平发言时声音略显激动，“再次带
领中国女排参加奥运会是一件非常

荣幸的事，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带领年轻的姑娘们奋斗，非常开心”。

“铁榔头”在去年的世界杯上带
领中国女排夺得冠军，那是中国女排
自雅典奥运会夺冠11年后首次拿到
世界排球三大赛的冠军，同时赢得了
里约奥运会参赛资格。但是对于即
将到来的奥运会，屡建功勋的郎平出
言谨慎：“小组赛非常重要，将决定排
名，决定淘汰赛的对手。这么多强队
在一起，大家其实都没有绝对把握，
中国女排是一支年轻的队伍，真正参
加过奥运会的老队员不多。我们也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希望我们

的队员放下包袱，安下心来，一场一
场打。”

作为中国男子体操队主力队员，
邓书弟也期待为团队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面容轻松的他表示，对于中国
男子体操队而言，团体金牌的分量超
过任何一块，他和队友们将在里约奥
运会上全力拼搏，力争拿下这枚沉甸
甸的金牌。

游泳世锦赛男子100米自由泳
冠军、颜值超高的宁泽涛显示出超强
的人气，成为许多运动员争相合影的
对象。对于成为代表团一员，他深感
荣幸和骄傲。对于奥运会，他表示自

己状态挺好，正处于赛前冲刺阶段，
会尽全力去拼。

乒乓球名将马龙是第二次参加
奥运会，却是首次参加奥运男单比
赛，如果拿到冠军，将成为又一个男
子乒乓球大满贯选手。“目标当然是
希望帮助中国队夺取冠军，”马龙掷
地有声。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既有横扫
千军，也会有英雄迟暮。男子花剑个
人赛奥运冠军雷声很可能将迎来自
己最后一届奥运会。“我可能是最后
一届奥运会了，我也很希望去比好。
其实我（已经调整到）这四年最好的

状态。击剑赛场变数很大，我自己其
实不会想这么远，个人赛我有二十几
个对手，我们都将面临很大挑战。”

第三次征战奥运会的蹦床名将
董栋作为运动员代表发言时这样诠
释对奥运会的理解：“每一次回到家
乡，和家人朋友街坊邻居的谈话中，
总能感受到他们对奥运会的关注和
对我们这些参赛运动员的期望。竞
技体育既是对更快、更高、更强的不
懈追求，也是对团结、奋进、友谊、和
平的全面展示，同时还是对民族自尊
心和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激励。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本报椰林7月18日电（记者李关平）7月
17日至18日，“富力湾杯”精英帆船赛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富力湾近海海域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10支精英船队汇聚于
此，展开一场激烈的海上竞技。其中包括在
国内外帆船赛事中多次斩获佳绩的老男孩
梦之队、前法国及中国帆船队的教练 Lau-
rence 的“柏基”帆船队、澳大利亚帆船劲旅

“boxing kangaroos”队以及来自浙江大学
商学院、长江商学院选手在内的诸多实力强
劲的队伍。采用场地赛的比赛模式，参赛队
伍每天举行 3至 4轮比赛，竞逐总额 7万元
的奖金。

比赛期间，中国特技滑水、摩托艇队、中国
飞人特技表演队的专业运动员也为现场观众打
造了一场精彩的海上盛宴。

经过紧张角逐，比赛今天下午结果揭晓，
老男孩梦之队以总分17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中帆航海队、海南陆客帆船分别夺得亚军和
季军。

据悉，本次帆船赛是海南自主办赛并创设
的又一帆船赛事品牌，是继环海南岛国际大帆
船赛之后，又一个成规模的大帆船品牌赛事。
比赛地点所在的富力湾，位于陵水县香水湾旅
游度假区，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交汇处，北纬
18°附近，两面青山环绕，依山傍水，拥有长达
4.2公里的海岸线。

陵水举行帆船比赛

老男孩梦之队夺冠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
5天激烈的角逐，2016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
星”阳光体育大会（海南分会场）活动昨天在海
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落幕。

本次活动设有足球（U12组）、跳绳和拔河
比赛。最终，文昌市队获得拔河比赛冠军、琼海
市队和五指山队获得团队一等奖，澄迈队和五
指山队荣获团队二等奖。文昌队和五指山队获
得跳绳比赛团队一等奖，琼海队和澄迈队获得
团队二等奖，文昌队两名队员还被评为跳绳比
赛“未来之星”。

足球赛暨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U12组）比
赛结束，海口市队荣获第一名，三亚市队屈居亚
军。海口队的唐南齐和三亚队的苗熙获足球未
来之星奖。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U15
组）昨天在省体校足球场开赛，琼海队、三亚队、
儋州队、海口队、定安队等代表队参赛。

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活动
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团中央共同发起，
自2011年开始已经举办了5届。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文体厅、海南省教育厅、
共青团海南省委主办，海南省足球协会承办，海
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协办。

海南阳光体育大会收兵
海口队获U12组足球赛冠军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三对三篮球赛
琼海赛区开打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2016
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三对三篮球联赛琼海
赛区的比赛17日在琼海体育管理局篮球场打
响。共有公开组24支队伍和青少年组24支队
伍参赛。

本次比赛分男子公开组和男子青少年组预
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
（抽签决定）循环，小组前2名进入第二阶段进
行交叉淘汰赛，决出前4名晋级总决赛。总决
赛将于8月19日-20日在海口市（省歌舞剧院
广场）举行。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文体
厅、省体育总会承办，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南体
育赛事有限公司、琼海市文体局、琼海市体育管
理局协办。

孙祥当面
致歉登巴巴

据新华社上海 7月 18日电 18 日上午，
深陷“德比风波”的上港球员孙祥同俱乐部总
经理隋国扬一同赶往上海普陀区人民医院，
看望在17日申城德比中严重受伤的申花球
员登巴巴。

孙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肯定要来
看他的，因为登巴巴伤得那么严重。因为我
和登巴巴的冲撞造成他的受伤，我肯定不是
故意的，但也很内疚。我和登巴巴进行了交
流，握了手，向他表示了歉意。登巴巴也表示
了理解，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生活就是这
样的’。”

12个小时之前，大概没有人预料到上海德
比如此惨烈。

虽然申花最终2：1主场逆转战胜上海上
港，但申花付出的代价是球队不能承受之重
——主力前锋、目前联赛的“射手王”登巴巴在
和孙祥的一次拼抢中倒地，左小腿严重骨折。
这位塞内加尔硬汉在被担架抬出场外送医时，
仍不断抱着受伤的小腿痛苦哀嚎。医院的检查
表明，登巴巴本赛季已经报销，31岁的他能否
继续职业生涯都将被打上疑问。

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8
日在北京成立，416名运动员将出征
里约，其中有35位奥运冠军，也有超
过七成的选手是奥运“菜鸟”。以下
是从本届中国军团中甄选出的十大
名将。
一、孙杨（游泳）

作为伦敦奥运会400米和1500米
自由泳冠军，24岁的孙杨自成名以来，
各种诠释“人红是非多”，但“中国太阳”
在泳池里依然拥有强大实力，这在去年
的喀山游泳世锦赛上可见一斑——强
势卫冕400米和800米之外，在自己并
不擅长的200米自由泳上，他也只以
0.06秒的微弱劣势获得亚军。

在里约，孙杨会参加200米、400
米和1500米自由泳三个单项比赛，除
了韩国名将朴泰桓等宿敌，他另外一
个敌人则可能是自己的心脏——他的
心脏问题早已不是秘密。
二、宁泽涛（游泳）

尽管此前广告代言事件闹得沸
沸扬扬，最终游泳中心还是没有放弃

宁泽涛。至于这位飞速蹿红的“当红
小生”有多火，看看代表团成立当日
就知道了——他直接“变身”背景墙，
光被其他运动员“求合影”就是十多
分钟。

这是宁泽涛的首届奥运会，作为
2015年喀山世锦赛100米自由泳冠
军，他将主攻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
个单项，新的历史等着他去创造。
三、林丹（羽毛球）

“超级丹”将向前不见古人、后也
难见来者的奥运男单三连冠发起冲
击。

尽管有“一生之敌”李宗伟，有世
界排名早就超过自己的“小弟”谌龙，
还有刚率队夺得汤姆斯杯的丹麦“一
哥”阿萨尔森等劲敌，但32岁的林丹
在场上依然有舍我其谁的霸气。卫
冕？谁说不可能。
四、张继科（乒乓球）

历史最快大满贯得主、伦敦奥运
会男单冠军，“藏獒”张继科尽管目前
世界排名不算高，但拥有丰富大赛经

验的他，仍是里约奥运会男单冠军的
最有力争夺者之一。

对个性十足的张继科而言，对手
除了队友马龙和欧洲的波尔、奥恰洛
夫等名将，恐怕就只剩下自己了。
五、吴敏霞（跳水）

年过三十的吴敏霞是中国跳水
“梦之队”当之无愧的“大姐大”。

她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拿到过四
枚金牌，里约奥运会她将参加女子双
人三米板比赛，如果能再夺一金，她
将超越伏明霞和郭晶晶（目前同为4
金）成为历史最佳——当然，跳水队
还有陈若琳同样4金在手，有机会冲
击第5金。
六、吕小军（举重）

将满32岁的吕小军是中国举重
队中的“老大哥”，这位伦敦奥运会77
公斤级冠军在四年后依然拥有统治级
的实力。

四年前他在伦敦以379公斤打破
自己保持的总成绩世界纪录夺冠，
2013年世锦赛上他以380公斤再度

打破世界纪录，今年初的奥运选拔赛
中他的成绩是381公斤。在里约，大
概他的对手只有自己。
七、杜丽（射击）

这将是杜丽第三次冲击奥运会首
金，距离她雅典夺金已经过去了整整
12年，尽管在折戟伦敦后暂时退役，
但她最终还是回来了。

在里约杜丽将出战10米气步枪
和50米步枪三姿两个单项，12年前
和8年前，她曾分别在这两个项目上
夺冠。面对自己的第四届奥运会，这
位34岁的老将自嘲职业生涯所剩的
时间已经数得过来了，所以会珍惜每
一次机会。
八、苏炳添（田径）

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上大放异彩的
中国男子短跑期待着在里约有所突
破。

世锦赛的4x100米接力银牌令
人激动，在里约，苏炳添领衔的接力仍
将是中国田径的主攻方向。同样，作
为目前唯一跑进10秒的亚洲本土选

手，人们也期待着苏炳添超越自己的
9秒99。
九、朱婷（排球）

作为三大球最有希望夺牌的项
目，郎平率领的女排在里约值得期待。

过去两年里，中国女排获得2014
年世锦赛亚军、2015年世界杯冠军，
以年轻人为主的这支队伍表现出色，
不满22岁的主攻朱婷已经成长为球
队核心，这位世界杯MVP将和好姐
妹们一起冲击冠军。
十、易建联（篮球）

简单从知名度看，易建联在中国
军团里绝对名列前茅，尽管中国篮球
的水平并不太高。

未满29岁的易建联已经是这支
中国男篮的绝对核心，他率领的球队
目标简单——打进八强就是胜利。而
对更多中国球迷来说，中国男篮能在
里约打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打出好
看的比赛就是一种胜利。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新华社南京7月18日电）

中国军团中国军团
剑指里约剑指里约

中国军团十大名将

孙杨 宁泽涛 林丹 张继科 吴敏霞 吕小军 杜丽 苏炳添 朱婷 易建联

本报讯 18日下午，里约奥运会中
国代表团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进行了动
员讲话。讲话过程中，刘鹏特意提到了
关于反兴奋剂的问题。刘鹏表示，中国
代表团对兴奋剂采取零容忍态度，“中
国代表团要干干净净参加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干干净净参加奥
运会，运动员干干净净参加奥运会，是
中国代表团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的首要任务目标。”刘鹏在发言
时表示，代表团每个成员都应该进一步
提高意识，强化落实责任，“参加里约奥
运会，不仅要取得优异成绩，更要维护
好体育精神和体育运动的纯洁性。”

刘鹏表示，个别项目对反兴奋剂
工作仍然存在认识不高，意识不强，思
想松懈，管理不严等现象。反兴奋剂
工作要警钟长鸣，利剑高悬。

对发生兴奋剂问题的单位和个人，
刘鹏表示体育总局要严格按照有关问
题进行追究和问责，“既追究个人，也
会追究当事人所在单位的责任，绝不
姑息手软。各运动队也应该严把外出
就餐关，杜绝误食误服现象。” （小藤）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

要干干净净参赛

7月18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由711人组成，其中运动员416人。图为中国艺术体操队与蹦床队部分队员在大会后合影。 新华社发

今日重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