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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项目
8月15日
06：00 举重 女子 +75公斤级
07：55 田径 女子 三级跳远
09：00 田径 男子 400米
09：25 田径 男子 100米
20：00 马拉松游泳 女子10公里
21：00 马术 个人盛装舞步 自由演绎大奖赛
21：40 田径 女子 链球
22：15 田径 女子 3000米障碍
8月16日
00：05 帆船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
01：00 竞技体操 男子吊环
01：05 帆船 男子激光级
01：54 竞技体操 男子跳马
02：46 竞技体操 女子平衡木
04：23 场地自行车 男子全能 40公里
04：30 摔跤 男子 古典式 85公斤级
05：30 摔跤 男子 古典式 130公斤级
06：00 举重 男子 105公斤级
06：15 拳击 男子91公斤级
07：35 田径 男子 撑杆跳高

里约论理

决赛赛程

时间 项目
8月15日
08：00 田径 男子 100米 半决赛
08：05 羽毛球 混合双打 四分之一决赛
09：30 篮球 男子 预选赛

A组 塞尔维VS中国
20：31 皮划艇静水

女子双人皮艇（K2）500米 预赛
20：38 皮划艇静水

女子单人皮艇（K1）200米 预赛
21：00 乒乓球 女子团体 半决赛

中国VS新加坡
21：40 田径 女子 链球 决赛
22：00 花样游泳 双人技术自选
22：15 拳击 女子（57-60公斤级）

四分之一决赛
8月16日
00：05 帆船 男子470级 比赛
00：15 帆船 女子470级
02：30 水球 女子 四分之一决赛
05：00 拳击 男子52公斤级 16强
07：35 田径 男子 撑杆跳高 决赛

中国军团赛程

国家 金 银 铜 总计

美国 24 18 18 60

中国 13 11 17 41

英国 10 13 7 30

德国 8 5 3 16

日本 7 3 14 24

俄罗斯 6 9 8 23

澳大利亚 6 7 9 22

意大利 6 7 5 18

韩国 6 3 4 13

法国 5 8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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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榜奖牌榜
截至北京时间
8月15日00：00

扫描以上二维码，可进入
海南日报客户端观看金牌产
生的精彩视频及相关内容。

扫一扫 看夺金时刻

扫描以上二维码，可进入
南海网客户端观看里约奥运
赛场的精彩视频及其他奥运
专题内容。

扫一扫 看精彩记录

约战群雄

■ 阿成

里约奥运会第八日，中国军团又
遭遇一个无金日，金牌数依然停留在
13 枚，与美国的差距拉大到 11 枚。
奥运会赛程正好过半，中国的传统优
势项目金牌数已决出大半，而美国的
另一强项田径刚开战两天，看来，中
国军团在奖牌榜上输给美国已成定
局，而且差距还可能继续拉大。此
外，金牌数赶不上伦敦奥运会的担
忧，看来也将成为现实。

里约奥运会开赛后，中国军团在
射击、举重、体操等优势项目中，接连
出现失手、失金等意外。这种势头后
来不仅没有得到扭转，意外还传染给
更多项目，几乎每天都发生。拿第八
个比赛日来说，由卫冕冠军和新科世
界冠军出战的中国男子蹦床，也没能
保住金牌。在男子手枪25米速射比
赛中，中国有现排名世界第一的张富
升携手李越宏组成“双保险”，但他们
关键时刻接连打出低环数，结果仅获
得一枚铜牌。可以说，中国军团大多
数项目此次发挥都不理想。

值得点赞的是，大多数中国运动
员在失金后，并没有过多抱怨裁判判

罚等客观因素，而是检讨自己的发
挥，还不吝对对手的赞美和祝贺；争
金失利后也没有表现出沮丧的样子，
对于银牌或铜牌，也欢喜和珍惜。我
们常说要去金牌化、反对唯金牌，看
来，这种教育和实践已见成效。但
是，反对唯金牌不等于反金牌，奥林
匹克有“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而
在竞技场上争金夺银，在任何时代都
是一名运动员的追求。中国运动员
失金后相对淡然的心态和反应，并非
他们不在乎胜负，正好相反，我认为
他们正确领悟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
神；并非他们斗志不足，相反，这是一
种更为积极的心态，我相信他们会继

续积蓄力量，准备来日再战。
胜败乃竞技场上的常事，但输也

要输得明白。总体发挥不佳的原因，
奥运会后中国代表团应该会有总结。
无外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裁
判判罚、气候、场地等客观原因没必要
过分强调，而且我们不能很好适应客
观因素的变化，终究还是主观出问
题。主观原因中应该有年轻选手抗压
能力较差、比赛经验不足等。

更应该总结检讨的是，在训练比
赛的理念以及方法手段上，我们是否
在某些方面已经落后了？是否已经
充分吸收和掌握了国际先进的经验
和手段？

失金不失斗志 输要输得明白

“花木兰”和“穆桂英”以闪电
般的中国速度冲过终点，这是中
国军团里约前八天最扬眉吐气的
胜利。

里约奥运会赛程过半，中国军
团没能像雅典、北京和伦敦（奥运
会）时势如破竹地豪取金牌。13
块金牌不多，像自行车队宫金杰、
钟天使这样的历史性突破也不多，
但这并没有阻挡中国体育更自信
地走向奥运赛场，以“洪荒少女”傅
园慧为代表的年轻人让国际社会
对中国运动员、中国人都有了新的
认识。

8天过后，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3
块金牌，打破5项世界纪录，保持着
第二的位置，但数量确实不多。其
中，分量最重的是宫金杰和钟天使
的女子团体竞速冠军，这是几代中
国自行车人梦寐以求的奥运第一
金。田径场上，男子20公里竞走也
赢得漂亮，“形同兄弟”的王镇、蔡泽
林最后两公里绝杀对手，为中国田
径的里约之战开了好头。游泳池
里，孙杨赢得最难，在痛失400米自
由泳金牌后，他的200米自由泳金牌
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中国队的其他金牌都来自传统
强项。国球乒乓球依然是最让人放
心的，马龙和丁宁在男女单打上的
冠军，成就了他们各自的奥运会、世
乒赛、世界杯的大满贯。长盛不衰
的跳水也不错，在跳台、跳板四个双
人项目上，仅丢了实力最弱的男子
双人3米板，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国射击队的张梦雪夺得的女子10
米气手枪金牌是中国代表团的里约
首金。举重队尽管意外频发，也斩
获四块金牌。

梦之队在不断为中国军团贡献
金牌的同时，一些老将也谱写了传
奇。跳水名将吴敏霞成为第一位也
是唯一一位蝉联四届奥运会金牌的
中国运动员，第一位和唯一一位获
得过 7 块奥运会奖牌的中国运动
员。同样参加了四届奥运会的射击
名将杜丽也在12年间收获了两金
一银一铜。里约之后，两位成功的
女人都将离开心爱的赛场开始新的
人生。

当然，奥运会不仅仅只有金牌，
一些项目的自我突破也是那么不容
易。程训钊男子90公斤级的铜牌是
中国男子柔道的第一块奥运奖牌，
徐嘉余的男子100米仰泳银牌、汪顺
的男子200米混合泳铜牌也都创造
了历史。中英混血的华天和他的坐
骑“堂·热内卢”在马术三项赛中获
得总成绩第八，创造了个人奥运会
最佳战绩。

征战里约的中国奥运代表团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六支梦之队
中，除了乒乓球和跳水外，举重、体
操和射击队都打得很别扭。

在偶然性最大的射击比赛中，
运气始终没有眷顾中国队。杜丽的
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李越
宏和张富升的速射、张靖婧的运动
手枪、魏萌的飞碟，哪怕幸运女神稍
稍看看五星红旗，中国射击都不至
于暂时只收获一块金牌。

举重队的经历更离奇了，如果
说吕小军和田涛被绝杀体现了竞技
体育的刺激和残酷，那么黎雅君被
改判、谌利军抽筋退赛都是大大的
意外。

在体操全能项目上，如果说男
团失利还存在临场发挥的问题，那

么女团的整体水平已被美国队甩开
了一大截。

前三届奥运会，中国队的潜优
势项目都带来不少惊喜，但在里约
却陷入平庸了。女子重剑团体未能
卫冕，于颂未能延续中国女子柔道
大级别的辉煌，蹦床男女双双失金，
网球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都早早被
淘汰出局。

三大球等集体项目也差强人
意。女排进八强不难，但小组赛输
了两场，后面的道路不平坦；中国女
足踢出了铿锵玫瑰的精气神，就是
止步八强略显遗憾；男女篮就让人
失望了，遇到强队就是几十分的败
北，表现没有什么亮点。

赛场内金牌不多的中国军团，
在场外却给我们带来不少亮点。傅
园慧因为接受采访时的幽默言语瞬
间成为“网红”，她那种发自内心的
激动和欣喜恰恰正是对超越自我、
超越极限的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诠
释，是体育运动中最能打动人心的
一种力量。“洪荒之力”、“生不如死”
这样段子手般的幽默语言更是展示
了当代中国运动员自信开朗、健康
向上的精神风貌。

随着宫金杰、钟天使历史性地
夺得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金牌，她
们头盔上的京剧脸谱也走红奥运赛
场，这是中国文化和体育的完美结
合。文化自信让走向世界的中国运
动员、中国人越来越坚定。

美中不足的是，中国游泳队出
了兴奋剂，18岁的陈欣怡在里约奥
组委实施的赛内药检中被查出A瓶
氢氯噻嗪阳性，这为所有中国运动
员都敲响了警钟。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4日电）

■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李铮

里约奥运会赛程过半，中国队
在自行车等项目上实现突破，也在
射击、举重、体操等传统强项上遇到
或多或少的困境，总体上看夺金势
头没有想象当中来得迅猛，达到外
界期望的30金的目标难度很大。

乒羽金牌并非唾手可得

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下半程，中国
队的比较稳妥的争金点并不算多。
在乒乓球项目上，两项团体比赛虽然
被爆冷的概率不大，但是中国队在团
体项目的世界大赛上并非没有失利
过，作为乒乓球领域的超级豪强，中
国队一直是其他队伍的研究对象，身
背“不得冠军就是失败”的压力，国乒
的金牌并不是唾手可得。

在伦敦奥运会夺得5枚金牌的
羽毛球项目，在这个奥运周期遭遇
到了诸多挑战，本届恐怕难以再现
包揽冠军的辉煌。一直作为“梦之

队”的跳水队同样如此，在女子3米
板和女子10米台项目上中国队依
然具有优势，但是男子3米板和男子
10米台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中国
队没有绝对把握。

奥运会开赛以来，中国队传统
强项都遭遇了一定的波折，射击项
目的新规则导致比赛不确定性陡然
增加，中国射手屡次在决赛中功亏
一篑错过金牌。举重、体操也都因
为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错失预期中
较为稳妥的冠军。可以说，中国队

“意料之中”的斩获比预期差了不
少，以后的大部分奖牌，都将靠“拼”
才能拿到。

全新的规则 期待突破

传统强项遇冷，跆拳道、摔跤、
拳击等非优势项目的突破就显得尤
为重要，在这个奥运周期，这些项目
的规则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比赛不确定性增加，有可能为中国
队带来意外之喜。

虽然缺少了功勋老将邹市明，
但拿到历届最多的11个奥运参赛席
位的中国队依然可以期待，从实力
分析，三位女将任灿灿、尹军花和李
倩均具备争金实力。

跆拳道项目，吴静钰将向自己的
第三枚奥运金牌发起冲击，另外，小
将郑姝音也有望在67公斤以上级的
比赛中成为中国队的另一个夺金点。

摔跤赛场日本等队比较强势，
但在女子项目增加的情况下，中国
队的冲金点也相应增加，在69公斤
级和75公斤级等级别上，中国队有
望争夺冠军。

田径一直是奥运会金牌大户，
中国队以往在这个大项上建树不
多，但是在女子竞走、男子跳高等小
项上，中国队具备着世界一流的实
力，会向金牌发起冲击。三大球方
面，由于女篮、女足、男篮相继受挫，
夺牌的希望寄托在了女排身上，不
过面对美国、塞尔维亚等强手，中国
女排的冲金之路注定不平坦。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4日电）

金牌不多 亮点不少
——中国军团半程综述

“稳拿”的金牌不再稳了
——中国军团下半程展望

金牌不多
欣赏运动之美吧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4日电（记者
李铮 沈楠）15日，里约奥运会将进入第十天
的中盘较量，掂量着中国队的几个冲金点，
都是有机会，没把握。金牌不多时，就静静
地欣赏最高水平的较量吧，三大球的淘汰
赛、田径都是运动之美的养眼项目。

先看看中国代表团的几支王牌军。团
体和个人全能颗粒无收的中国体操队将夺
金的希望寄托在了个人项目上，刘洋和尤浩
的吊环就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尤其是刘洋排
在资格赛第一位，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上届
凭借争议判罚力压陈一冰的东道主选手纳
巴雷特。同日，体操还将产生男子跳马和女
子平衡木的金牌，中国队的范忆琳虽然进了
平衡木的决赛，但那是美国“女王”拜尔斯的
天下，至于男子跳马，决赛中没有中国队员
身影。

中国举重队将上演谢幕战，杨哲将力争
在男子105公斤级比赛中为中国举重实现男
子大级别突破，这也是中国队在奥运会上首
次参加94公斤级以上的男子大级别比赛。

跳水男子3米板将进行预赛，这曾是中
国队的强项，但近年来3米板的悬念越来越
大了，中国队在世界大赛中多次无缘金牌。
何超、曹缘通过预赛难度不大，但16日的决
赛竞争将异常激烈，在今年2月里约举行的
跳水世界杯上，他们就丢掉了此金。

田径赛场，链球名将张文秀有进入前三
的实力，但金牌有点奢望，她将联手王铮再
次向奥运奖牌发起冲击。

羽毛球15日不产生金牌，但中国队将在
争夺金牌的路上奋勇前进。混双半决赛、男
女双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女单打八分之一决
赛，都将有中国队员身影。

篮球、曲棍球等集体项目都将进入八强
战，可惜中国队都已踏上回家之路，中国观
众只能平静地欣赏世界强队的风采了。

随着田径比赛的深入，运动之母的魅力
必将征服更多的人。15日的田径比赛，除了
中国队有希望冲击奖牌的女子链球外，其他
几个项目也是名将云集。撑杆跳是卫冕冠
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人拉维勒尼的天
下。另外，男子110米栏也将进入预赛，刘翔
退役了，他的师弟谢文骏将尽力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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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夺冠并非板上钉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