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跳

心不跳

随着昨天凌晨陈若琳夺得女子十米台金牌， 中国团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上的金牌总数达到了200枚。 这本该是个里程碑式的时刻，自

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团拿下第一枚奥运金牌后，我们获得第一个100枚用了20年，获得第二个100枚只用了8年。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

金牌对国人的刺激正在下降。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跳水为中国团夺取奥运金牌最多的项目（33枚），但几乎全中国的游泳池都贴有“禁止

跳水”的标示？而含金量最高、民众基础最高的三大球，28年来仅仅只有女排拿到了两枚金牌。我们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路，还很长。

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

育代表团以

51

金压倒美国，第

一次坐上了奥运会 “头把交

椅”， 也让最近几年有一种观

点颇为流行：在彻底扬眉吐气

后，国人将会树立起全新的奥

运金牌观，不会再过分拔高金

牌的价值和意义，也不会再纯

粹地以成败论英雄，会以更人

文的心态看待奥运比赛。但当

伦敦奥运会开始后，似乎很多

人又回到了惯性的思维中，仍

只以量化的数字来衡量成功

与失败，这从失金选手被外界

忽视、周俊三次抓举失败被某

报斥为“最耻辱一败”、羽毛球

女双消极比赛被取消参赛资

格等事件中都可见一斑。这说

明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仍

不能完全以轻松的态度来面

对奥运金牌， 享受每一场比

赛 。其实这一点 ，在 《人民日

报》身上也有所体现。

《人民日报》在今年

1

月

19

日发表文章评价“中国体育金

牌崇拜 已异化为政绩工程”，

文章指出：“对于金牌的盲目

崇拜与刻板追求，在蒙蔽体育

本真的同时，也成为悬在中国

体育可持续发展路上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在

3

月

15

日，《人

民日报》再次发表了题为“中国体

育不能靠金牌树形象”的文章。

作为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

响力的全国性报纸，《人民日报》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两

篇与奥运金牌有关的文章，显然希

望引导中国体育和普通民众树立

正确的金牌观。但在伦敦奥运会如

火如荼进行之际，《人民日报》在

8

月

9

日又发表文章，针对“新时期，我们

还要不要金牌”、“金牌总数再多，也

不代表国民体育素质好”等问题进

行了剖析，文章指出：“在有重大影

响的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始终具有鼓舞人心、增强凝聚力的

作用。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会放弃

对奥运金牌的追求，淡化金牌的提

法不科学，因为中国奥运选手为整

个民族带来了‘正能量’。”

《人民日报》对金牌的升温和

降温的引导， 其实反映出大多数

国人的纠结。 一方面的确觉得依

靠金牌提升民族自信的时代早已

远去，但另一方面，在奥运会进行

中仍放不下每一块金牌的得失。

其实， 这就和社会转型期和经济

转型期都会迎来阵痛一样，纠结，

也是金牌观转型期的正常现象，

要完全纠正金牌至上的评价体

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自人类创造体育运动以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

体育逐渐分化为群众体育和竞

技体育两大类。 竞技体育的作

用， 除了通过胜利为国争光之

外，主要是指导群众体育、推动

群众体育的发展。如果从这一点

来看，尽管在奥运会上，我国已

经取得200枚金牌， 但这200枚金

牌的含金量，显然是不足的。

在这200枚金牌中， 跳水、举

重和体操三个项目是占比重最

大的，分别获得了33枚、29枚、26

枚，仅仅这三个项目，就占据了

全部200枚金牌中接近一半的比

例。然而，正如我在文章开头说

的那样，这些金牌，对于国人的

生活，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

义。以跳水为例，拿下最多的33

枚金牌，但全国几乎所有的游泳

场，要么没有跳水池，要么跳水

池从不开放，在墙上，往往都贴

着“禁止跳水”的字样。此外，

举重、体操，除了那极少部分将

会出现在正式比赛中的专业运

动员之外，又有多少人会去从事

呢？

相比之下， 获得24枚金牌的

乒乓球、16枚金牌的羽毛球以及

12枚金牌的游泳， 对于推动群众

体育的发展， 起到了重大的作

用。不管国人一直吵嚷着乒乓球

和羽毛球长期大包大揽，让这两

个项目的国际竞争显得极其无

聊。但在日常生活中，这又是国

人进行得最为热火朝天的两个

项目。至于游泳，看看孙杨和叶

诗文夺冠后，各地那些将游泳培

训班大门几乎挤爆的家长吧，就

知道这几块金牌的作用，有多么

巨大了。

两夺金牌的中国女排曾经

激励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积极奋

进，由此可想三大球项目上的胜

利， 对于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然

而，恰恰是在参与人数最多、职业化

程度最高的三大球以及网球、 田径

等项目上，我们一直少有突破，本次

奥运会， 三大球和网球更是全线崩

溃。相比之下，美国包揽女子网球金

牌，女队均进入三大球最终决赛，男

篮也杀进决赛， 而这也正是一个体

育强国的标志。所以，不要怪国人给

予刘翔、李娜太大的压力，因为在他

们身上，寄托了一个民族的梦想。

所以，我们并不是不需要金牌，

而是需要更多有用的， 分量够重的

金牌。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伦敦奥运会

最新动态码上知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我们更需要这些金牌

昨日凌晨女子十米台

中国选手陈若琳轻松获得跳水金牌

这是自

1984

年后

我们得到的第

200

枚金牌

但我们为何

感觉如此淡定？

成都商报今日关注

中国团金牌的含金量

截至今晨

2

时

代表团 金牌 银牌 铜牌

美国

39 25 26

中国

37 25 19

英国

25 15 16

俄罗斯

13 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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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男篮

第200枚金牌

2012 年 伦 敦 奥 运 会 陈 若 琳 获 女 子 10 米 台 冠 军

第100枚金牌

2004 年 雅 典 奥 运 会 张 怡 宁 获 乒 乓 球 女 子 单 打 冠 军

第1枚金牌

1984 年 洛 杉 矶 奥 运 会 许 海 峰 获 男 子 手 枪 60 发 慢 射 冠 军

19岁的中国选手陈若琳9日在伦敦奥

运会女子10米台决赛中以绝对优势夺冠，

这是跳水“梦之队”在伦敦的第6金，也是

中国代表团在夏季奥运会上的第200金。卫

冕冠军陈若琳实力超群， 第一跳后就牢牢

掌握着领先，以422.30分夺金，比第二名、

澳大利亚选手布罗本高出了55.80分。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许海峰射下

的那枚金牌，意义无与伦比。那不仅是那届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而且是整个中国体

育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那之前，中

国体育与世隔绝了30年。上世纪80年代，国

门刚刚打开， 中国人急需一个舞台来展示

自己的实力，同时，也需要一块又一块的奥

运金牌来鼓舞自己， 让自己更快地赶上世

界、融入世界。所以，从1984年到1996年，每

一块奥运金牌，冲击力与影响力无与伦比。

进入新千年后， 随着中国国力迅速提

升，已经在更多方面走到前列。这个时候，

奥运金牌所起到的精神鼓舞作用， 似乎已

经不像最初那样强烈。2004年， 雅典奥运

会，张怡宁得到的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这

是中国获得的第100枚奥运金牌。但时至今

日，记得这块金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国

人淡看奥运金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我们自己也举办

过奥运，并且让后来者难以赶超以后，奥运

就失去了此前的神秘。因此，尽管我们的造

金能力越来越强，但当陈若琳拿到第200枚

金牌时，除了媒体之外，民众的关注度非常

之低。 门户网站的相关新闻中， 网友的评

论，最多不过百条。

那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奥运金牌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奥运会是世界上水平最高

的竞技赛事， 在这样的舞台上取得什么样

的成绩， 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

的形象。此外，尽管奥运金牌的凝聚和激励

作用已经大大弱化，但并非没有。本届奥运

会，当叶诗文夺金后被质疑时，国人的一致

对外，就是明证。只不过，奥运金牌的使命已

经变了，它将更倾向于展现精神风貌，对国

人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国人为此每

年付出的百亿经费，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这

也让他们看待奥运金牌时显得摇摆不定。

国内民众

反应平淡

中 国 团

金 牌 分 布

网球 1枚

赛艇 1枚

射箭 1枚

排球 2枚

摔跤 2枚

帆船 2枚

拳击 2枚

皮划艇 2枚

蹦床 3枚

击剑 4枚

跆拳道 5枚

田径 6枚

柔道 8枚

游泳 12枚

羽毛球 16枚

射击 21枚

乒乓球 24枚

体操 26枚

举重 29枚

跳水 33枚

深

呼

吸

刘翔走了 三大球走了

2012

年

8

月

10

日，成都市猛追湾游泳馆，跳水高台上空

空的，游泳馆里不允许这样的锻炼方式。 张士博 摄

陈若琳夺金

中国团奥运第200金

产生在全国泳池大多禁止的项目

西班牙证明了自己 “阴谋” 的正

确，小组赛“消极比赛”输给巴西队，避

开了半决赛遇到美国。今天凌晨，他们

依靠下半场的大逆转，

67

比

59

击败俄罗

斯队，继上届之后再次进入男篮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