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奖牌统计）

奖牌榜

排名 国家/地区 金 银 铜 总

1 美国 39 41 33 113

2 中国 38 32 18 88

3 日本 27 14 17 58

4 英国 22 21 22 65

5 ROC 20 28 23 71

6 澳大利亚 17 7 22 46

7 荷兰 10 12 14 36

8 法国 10 12 11 33

9 德国 10 11 16 37

10 意大利 10 10 20 40

11 加拿大 7 6 11 24

12 巴西 7 6 8 21

13 新西兰 7 6 7 20

14 古巴 7 3 5 15

15 匈牙利 6 7 7 20

16 韩国 6 4 10 20

17 波兰 4 5 5 14

18 捷克 4 4 3 11

19 肯尼亚 4 4 2 10

20 挪威 4 2 2 8

21 牙买加 4 1 4 9

22 西班牙 3 8 6 17

23 瑞典 3 6 0 9

中国队选手陈云霞、张灵、吕扬、崔晓桐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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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金：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 杨倩

第2金：举重女子49公斤级 侯志慧

第3金：击剑女子个人重剑 孙一文

第4金：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 王涵/施廷懋

第5金：举重男子61公斤级 李发彬

第6金：举重男子67公斤级 谌利军

第7金：射击混合团体10米气手枪
庞伟/姜冉馨

第8金：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
陈芋汐/张家齐

第9金：射击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
杨倩/杨皓然

第10金：赛艇女子四人双桨
陈云霞/张灵/吕扬/崔晓桐

第11金：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
谢思埸/王宗源

第12金：举重男子73公斤级 石智勇

第13金：游泳女子200米蝶泳 张雨霏

第14金：游泳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
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

第15金：乒乓球女子单打 陈梦

第16金：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汪顺

第17金：蹦床女子组 朱雪莹

第18金：羽毛球混合双打 王懿律/黄东萍

第19金：乒乓球男子单打 马龙

第20金：帆船女子帆板RS：X级 卢云秀

第21金：举重男子81公斤级 吕小军

第22金：田径女子铅球 巩立姣

第23金：跳水女子3米跳板 施廷懋

第24金：羽毛球女子单打 陈雨菲

第25金：举重女子87公斤级 汪周雨

第26金：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 张常鸿

第27金：竞技体操男子吊环 刘洋

第28金：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
鲍珊菊/钟天使

第29金：举重女子87公斤以上级 李雯雯

第30金：跳水男子3米跳板 谢思埸

第31金：竞技体操男子双杠 邹敬园

第32金：竞技体操女子平衡木 管晨辰

第33金：跳水女子10米跳台 全红婵

第34金：乒乓球女子团体
陈梦/孙颖莎/王曼昱

第35金：乒乓球男子团体 许昕/马龙/樊振东

第36金：田径女子标枪 刘诗颖

第37金：皮划艇静水女子500米双人划艇
孙梦雅/徐诗晓

第38金：跳水男子10米跳台 曹缘

中国代表团金牌榜

“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尽管受到
疫情影响，但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仍
在东京奥运赛场上展示出了卓越的运
动成就，在公平竞争中互相尊重、互相
激励，生动诠释了体育让世界情同与
共。”发言人说。

本届奥运会，获得奥运会金牌、奖
牌的代表团数量相比往届保持相对稳
定。获5枚和10枚以上金牌的代表
团，与前几届奥运会相比，未发生大的
变化。

美、中、日、英、俄、澳等代表团仍
然稳定地保持在金牌榜前列。日本、
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等代表团所获
金牌数明显增多，体现了各国家（地
区）都在结合自身实际，争取更好的奥
运会参赛成绩。

此外，个别项目的竞争格局发
生较大变化，比如柔道 15 个小项
中，日本获得9块金牌，其在该项目
的竞争优势更为突出；跆拳道8个小
项金牌分别被7个代表团获得，韩国
首次未获得跆拳道项目奥运冠军，项
目竞争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男、女20
公里竞走冠军均被意大利运动员夺
得，竞走项目的竞争优势由亚洲移
至欧洲。

发言人认为，虽然本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不错的参赛
成绩，但要清醒认识到，世界竞技体
育的竞争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竞争
依然异常激烈。需要继续发挥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在组织管理、科技助
力、基础体能、国家队管理、服务保障

等方面下功夫，持续做好今后的奥
运备战工作。

“受到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影响，巴
黎奥运周期将会缩短到3年，可以说
时间非常紧迫。”发言人说，要在分析
东京奥运会反映出的各项目整体竞争
格局的基础上，以目标为导向启动新
周期的选拔组队工作，2022年的亚运
会将是对选拔组队工作成效的第一次
检验考核。

发言人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
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要继续统筹疫
情防控和奥运备战，让一些好的经
验和做法延续下去。也向大家发出
真挚邀请，共同见证不久之后的北
京冬奥盛事。
（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记者谭畅）

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赛“双丰收”
再见，东京！

发言人指出，在本届奥运会上，和
成绩一样让人可喜的是中国体育健儿
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
神，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奥林匹克格言，展示出大国大团、文明
之师的良好形象，并体现出中国青年
一代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风貌。

中国运动员坦然对待胜负，与各
代表团运动员在场上是对手，场下是
朋友，用实际行动诠释奥林匹克精
神。他们爱国拼搏、挑战自我，尊重规

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老将勇于
拼搏、年轻选手不畏强手，展示出了祖
国至上的情怀、顽强拼搏的决心和为
梦想坚持、保持自律的可贵品质。发
言人指出。

发言人认为：“社交网络的兴起让
运动员更加善于表达情感，张扬个性，向
全国乃至全球观众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运
动员自信、开放、率真、亲和的一面，塑造
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赛前，中国体育代表团提出兴奋

剂问题“零出现”的目标，并在奥运会
期间建立健全覆盖参赛全过程的反兴
奋剂工作机制。截至8月6日，中国
运动员共接受226例兴奋剂检查，均
未出现异常情况。

面对海外作战防控疫情的复杂形
势，中国体育代表团提前谋划、精心准
备，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尽
最大努力实现“零感染”，确保参赛队
伍健康，未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或被组
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

发言人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东京奥运会成绩显著，传统优势项目
稳中有升，基础大项进步明显，水上项
目表现突出，夺金项目覆盖面拓宽，竞
技体育人才厚度增加，老将新人均有
优异表现。

传统优势项目共获得28枚金牌，
占金牌总数的74%。举重与跳水均
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虽未包揽
全部金牌，但男单、女单包揽冠亚军，
男团、女团均强势夺金。射击获得4
金1银6铜，金牌数达到境外参赛最
高水平，奖牌数创历史新高。体操3
金3银2铜打了翻身仗，女子蹦床首
次包揽奥运会冠亚军。

在基础大项上，游泳项目获得3
金 2 银 1 铜，获金牌人数创历史之
最。田径项目多点开花，铅球、标枪实
现田赛项目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水上项目中，赛艇获得境外参赛
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和男子项目的第
一枚奥运会奖牌，皮划艇1金2银创

历史最好成绩，男子帆船获首枚奥运
奖牌。

此外，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打破
世界纪录并成功卫冕，女子重剑获得
个人项目首枚奥运金牌，女子篮球小
组赛3战3胜提前出线，女子橄榄球
首次进入奥运会并成功闯入八强。

田径、游泳、跳水、举重、体操、
蹦床、射击、乒乓球、羽毛球、赛艇、
皮划艇、帆船帆板、自行车、击剑14
个项目获得金牌，夺金项目达到境
外最多。

38枚金牌中，2人以上团体项目
12个，占32%。获得金牌运动员52
人，为境外参赛夺金人数最多，仅次于
北京奥运会的60人。获得前8名158
个，创境外参赛历史最高。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打破4项世
界纪录，创造21项奥运会纪录。10
个小项包揽冠亚军，11个小项成功
卫冕。

此外，巩立姣、吕小军、马龙、庞

伟、施廷懋、王涵等老将发挥出色，杨
倩、张常鸿、全红婵、陈芋汐等多名

“00后”开始挑起大梁。
发言人说，虽然奥运成绩符合预

期目标，但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短板和
弱项，项目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
在，一些基础项目与美国等体育强国
整体上仍有较大差距，传统优势项目
挑战依旧严峻，部分项目未发挥应有
水平，直接交手对抗类项目还有差距，
部分项目后备人才断档，这些问题应
当引起重视。

据悉，在东京奥运会备战周期，
国家体育总局积极推广使用国内外
最新科研仪器设备，将大数据、传感
器、视频分析、3D打印、风洞实验、电
子系统模拟比赛等新技术逐步融入
训练实践过程，并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医疗机构等单位选拔专业人
员，组建国家队复合型团队，有效提
升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
上的整体竞争力。

以目标为导向启动新周期备战

成绩显著 短板弱项明显

大国之团、文明之师展良好形象

8日，东京奥运会火炬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熄灭。中国体育代表团交出一份亮眼的
成绩单：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和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金牌数
追平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中国体育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表示，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圆满完成了参赛任
务，实现了参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目标，拿到了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
的金牌。

至此，奥林匹克再次进入北京时间，北京冬奥欢迎您！

中国选手刘诗颖在女子标枪决赛中。

中国选手李发彬在举重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13年前的8月8日，“无与伦比”的
北京奥运会大幕开启，中国百年奥运
梦圆。13年后的这一天，东京奥运会
迎来闭幕日，奥林匹克再次进入北京
时间。再过整整180天，明年立春之
日，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帷幕。北京
将成为世界首座既举办夏奥会、又举
办冬奥会的“双奥城”，而跨越13年的
奥林匹克，也将再次点燃根植于亿万
国人心中的奥运火种。

从东京看北京

13年前，中国奥运健儿用拼搏和
汗水，在国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奥运
情结。13年后，他们又一次在奥运舞
台带给人们温暖与力量。不同的赛
场，同样的追梦，家门口的冬奥会，将
给中国冰雪人实现体育强国梦提供追
梦的最佳舞台。

平昌冬奥会金牌得主武大靖一直

关注着东京奥运会，这位冰场上的
“飞人”向田径场上的“飞人”苏炳添
致敬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苏炳
添的那场比赛，他跑出了中国速度，
超越了自我，我很受鼓舞，我也会全
力以赴，期待我们中国速度不断去超
越、去突破。”

东京赛场内外，北京“双奥”元素
频频出镜。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
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辰和唐茜
靖包揽冠亚军。赛后，唐茜靖对着镜
头向世界展示了“北京2022”的徽章。
赛场外，许多外国记者依然背着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上面的会徽

“中国印”格外醒目。有国外同行感慨
“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是最好的、最实

用的、最结实的”。
在本届赛事开幕前，北京冬奥组

委向国际奥委会全会陈述了筹办工作
最新进展，表示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继续保持强大

北京冬奥会与东京奥运会仅相隔
半年，这是1992年以来，夏季奥运会
和冬季奥运会首次仅相隔六个月举
办，也是有史以来，冬季奥运会首次在
夏季奥运会之后半年内举办。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希望北京和
东京可以互相借力，让整个世界保持
甚至提升对奥运会的关注度。这次在

东京，巴赫也一直心系北京，甚至在一
次与日方的交谈中，错把“东京”说成
了“北京”。

巴赫希望北京冬奥会在当前稳步
前进的势头中“继续保持强大”，国际
奥委会将继续与北京冬奥组委一道，
首先确保赛事安全举行，同时稳步推
进各项筹办工作。

冬奥接棒冲刺

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部长徐
济成表示，2018年平昌冬奥会、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
这三届连续在东亚举办的奥运会，并
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连接。“我们

就像一场接力，从平昌开始，东京把它
提到新高度，我们将接棒冲刺，向世界
展现亚洲文化。希望北京可以为奥林
匹克的东亚周期画上圆满句号。”

接下来的6个月，冬奥人将进入最
后冲刺。按照计划，9至12月将视情
况举办10项国际赛事测试赛和3个国
际训练周，北京冬奥组委将与国际奥
委会和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密
切沟通，做好疫情防控等各项准备，对
筹办工作进行全要素测试。

备受关注的开闭幕式创意方案正
在深化，正有序推进场馆改造、演员选
拔与排练、技术保障等工作。火炬接
力总体方案已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审
议通过，奖牌设计方案也将发布……
一系列的宣传推广活动，将释放办好
北京冬奥会的信心和决心，使东京和
北京两个奥运相互借力、相得益彰。

（据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记者
姬烨 王子江 易凌 卢羡婷）

下一站，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