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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伦敦奥运首选特刊

特别视线

他是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运动

员之一，前苏联曾经的射击天才，无数

世锦赛、全国冠军称号集于一身。

20岁那年， 库兹明进入前苏联国

家射击队。1976年，29岁的库兹明首次

参加奥运会， 却在铜牌争夺附加赛上

败北，最终名列第四。1980年莫斯科奥

运会， 主场作战的库兹明被视为夺冠

大热门， 但最终因心理压力过大未能

登上领奖台； 库兹明在1988年的首尔

奥运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一块

沉甸甸的金牌， 在41岁的年纪终于来

临。1992年，库兹明代表独立后的拉脱

维亚又赢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库兹明以第13名结束

了自己的比赛。

伦敦奥运会，早已不复当年神勇

的库兹明只能依靠国际射联

的外卡参赛。而作为拉脱维亚

惟一的参赛选手，为了备战，他只能

跟随乌克兰和波兰队进行集训。但这

一切，丝毫没有影响观众对他的喜爱

和欣赏。8月3日结束的男子25米手枪

资格赛中， 库兹明以569环位列所有

选手的倒数第二位，无缘决赛。在他

参加过的9届奥运会中， 这是成绩最

差的一次。

“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我的

状态都很不错，遗憾的是，因为有些紧

张没有发挥好。” 尽管如此，65岁的库

兹明仍然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我

已经很了不起了， 难道不

是吗？”

东道主代表团成为第一名实际上

是非战之“罪”，因为东道主运动员不

需要参加重重关卡的奥运门票选拔赛，

直接在国内就能轻松地凭借“外卡”参

加奥运会的每一项比赛。 有利就有弊，

这造就了大量水平参差不齐的东道主

运动员参加比赛，成为最后一名也就在

所难免。 这一点英国媒体也不得不承

认，《电讯报》 就无奈地表示，“我们不

光彩地成为了倒数第一”，《卫报》更是

承认，“实际上，我们是最大的输家”。其

中， 英国男子手球队的悲惨遭遇被

拿出来示众。 这是英国20

多年来第一支手

球队，

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 英国就再

也没有组织过一支像样的国家手球队。

实际上从伦敦2005年获得2012年奥

运会主办权以来， 英国手球协会就四处

寻觅英国国籍的男子手球选手。最终，他

们在国内只招到了一名从事手球运动的

选手西兰·威廉姆斯，此人竟然是一名

家禽场的饲养员， 其他的14

名运动员都是从挪

威、 法国

等手球俱乐部里临时找来的。最终，这支

史上最杂牌的英国手球队在今年7月3日

才临时拼凑起来。26天后， 也就是7月29

日， 他们就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的首场比

赛。结果当然相当“悲催”，他们以15比

44惨败给法国队。接下来，英国男子手球

队又取得了让人汗颜的四连败， 以进96

球丢196球，净负100球的成绩排名奥

运男子手球项目倒数第一。

美媒发布各代表团倒数第一、第二和第三名数量榜单

前日的奥运赛事后，美国已经成功

反超中国， 夺得奖牌榜榜首的位置。如

果我们反过来看，计算各代表团在比赛

中倒数第一、第二和第三的数量，排一

个新的奖牌榜，排名又是怎样呢？近日，

美国《华尔街时报》发布了这样一个另

类的奖牌榜。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拖

后腿奖牌榜”上，英国位居第一。

《华尔街时报》给倒数第一名“颁”

以铅牌，倒数第二名是锡牌，倒数第三名

是锌牌。他们翻看了所有比赛的结果，不

计那些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 只在所有

完成比赛的运动员中排出倒数的三名。

最终东道主英国在“拖后腿奖牌榜”中

以8铅11锡和12锌的成绩登顶。这跟身为

东道主的他们， 参加了本届伦敦奥运会

的所有项目， 已经顾不上自身的实力究

竟如何有极大的关系。 作为东道主的英

国每一个项目都会有选手参加

比赛， 比如他们的

男子水球队，50年来都没有参加过世界

上主要的比赛，在奥运会的5场比赛中以

总分28比77落败。 类似这样的选手参加

比赛，导致英国排在这份榜单的首位。

紧随其后的是乌克兰。澳大利亚虽

然没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取得较佳的成

绩，却在“拖后腿奖牌榜”中挤进前三

甲，获得第三名。中国在这个榜单上的

成绩则是6铅3锡和5锌，排名第11位。同

时， 美国在该奖牌榜中以6铅6锡和6锌

的成绩排在第6位， 领先于中国的6铅3

锡和5锌的第11位的成绩。据了解，这种

另类的奖牌榜，《华尔街时报》 并不是

第一次做， 早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上，他们就已经推出过，在制作这样的

奖牌榜上， 可以说是颇有经验。

核 心 快 递

英国排“拖后腿奖牌榜”第一，为什么？

因为是主办方，每个项目都参赛，所以有些就“水”了

中国在这个榜单上排第11位；美国排在第6位

我的祖国， 把我从

7000

英里外送到

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

比赛。 ———阿赫瓦里

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到2012年伦

敦奥运会，这句话整整穿越了44年，仍然

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奥运健儿。 说出这句

话的人叫约翰·阿赫瓦里，一位奥运史上

最美的最后一名。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跑完马拉松用

4小时30分，身披36号号码的坦桑尼亚人阿

赫瓦里很好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的真谛。

他是从14时30分开始马拉松的。但

跑至19公里处， 墨西哥的高原和寒冷让

他有些眩晕，这时，一个运动员碰了他一

下，他天旋地转，膝盖受伤、肩部脱臼。

他来自长跑高手层出不穷的非洲，

但此前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我生活在

海边，可墨西哥（1968年奥运会比赛地）

是高原， 我到了这里非常不适应。 比赛

时，我发现肌肉非常紧，腿和脚都发硬，

就摔倒了。”医护人员给阿赫瓦里做了简

单的包扎，并示意他结束比赛，到停在路

旁的救护车上休息。 但阿赫瓦里选择了

拒绝。随后，他一瘸一拐，跑跑停停。形状

如企鹅，频率若散步，他前面的大部分人

离他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

比赛开始两小时后， 其他参赛选手

陆续都完成比赛。17时30分，颁奖结束，人

们为冠军埃塞俄比亚人马默·沃尔德欢

呼，也为意外倒地的“赤脚大仙”比基拉

惋惜。观众开始起身离座。18时30分，组委

会通知沿途服务站开始撤离， 沿途观众

开始三三两两回家。但没多久，一个让人

吃惊的消息传来:有个选手还在跑！

没错，那是阿赫瓦里。黑夜中，他仍

然在朝着前方挪动。 他身边突然多了一

位《三角洲天空画报》记者，不解地问，

“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 还要拼命跑？为

什么不选择退赛？”阿赫瓦里显然对这个

问题毫无准备。在默默地“跑”了一会

后，他回答，“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

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

我完成比赛。”

这话被这位记者写进报道里，也带进了

奥林匹克新闻中心。10分钟后， 全墨西哥城

上空都在用广播回荡着这句哲理名言。许多

原本回家的市民又赶回路边，为他助威。

19时，在警车的簇拥下，阿赫瓦里终

于走进了专门为他打开灯光的阿兹台克

体育场。他成了英雄。他所得到的欢呼、

掌声， 远比冠军要多得多。 由于过于激

动，人们忘了统计他的确切成绩（至少得

4小时30分吧）， 那届奥运成绩册上只有

他获得的名次:75人中的第57名。 他之后

的18位选手，都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场。跑

过终点后， 他被直接送到了医院。 法国

《队报》称他是“最美的垫底者”。

这是属于奥林匹克的独有的故事，就

像阿赫瓦里所说的一样：“我最强健的肌肉

是我的心”，一颗坚韧的心可以将失败变得

美妙，也将奥运精神升华到新的境界。

最伟大的垫底者

服务站撤了，观众走了，他还在跑

感

动

这些垫底

让人

出征伦敦之前，没有人会想到中

国男篮会成为那个“最软的柿子”。少

了“姚核心”，但易建联、王治郅等老

面孔都还在。中国男篮在小组赛的目

标很简单———争取拿下澳大利亚队

和英国队，从而小组出线。但理想是

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中国队被对

手击得七零八落。一场又一场的惨败。

最终， 中国男篮的伦敦奥运会以

五连败告终, 一共输给对手126分，场

均25.2分， 在12支参赛球队中排名倒

数第一，平了历史最差成绩。虽然A组

的突尼斯队也没有获得过胜利， 但他

们的失分少于中国，为91分。

中国男篮怎么了？美联社报道称，

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其他项目上

接连斩获奖牌， 但这支在中国备受欢

迎的篮球队从一开始就被打垮了。而

中国男篮主教练、 美国人邓华德说：

“我认为，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有点

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信心和方向。”

随着中国男篮的彻底落败， 邓华

德在中国的执教周期也宣告结束，接

替人选暂时尚未确定。不过现在，让中

国球迷更担心的是———中国男篮的未

来。在伦敦奥运会，外界看到的还是那

几张老面孔：刘炜、孙悦、王仕鹏、朱芳

雨、易建联、王治郅。从过去四年的战

绩来看，这几位“老人”几乎都在走下

坡路。

同时，球队的首发阵容里，依然是

刘炜、 王仕鹏、 孙悦与易建联坐稳主

力。新补充的“血液”郭艾伦、周鹏、易

立、张兆旭、丁锦辉不过扮演着“打酱

油”的角色。本届伦敦奥运会后，王治

郅、 刘炜等老将已经明确从国家队退

役， 以后能够挑起大梁的接班人在哪

里？ 估计较长时间内都很难有个满意

的答案。据了解，虽然篮球已经成为中

国孩子最喜欢的运动之一， 但中国职

业篮球运动员的基数却是少得可怜，

甚至连人口只有300万的立陶宛都比

不过。

索马里选手法拉赫

站上赛场，就是成功

本月4日，进行了伦敦奥运会女子

田径400米的预赛。索马里选手法拉赫

以1分20秒48的成绩位列49位参赛选

手中倒数第一。 以49秒55的成绩到达

终点的美国选手比她快了将近1/3圈。

但是全场观众还是给了法拉赫最热烈

的掌声。 从索马里来的她为了参加本

届奥运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索马里

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人均寿命

仅为50.8岁。 法拉赫在赛后接受采访

时说：“对于我来说，能够参加此次比

赛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我能举着索马

里国旗与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选手一同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才是

最重要的。”

尼日尔选手萨巴尼

独自划桨 不放弃

在男子赛艇单人双桨的比赛中，尼

日尔选手萨巴尼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

的。当所有人都冲过终点后，他还是没有

放弃，在独自划了将近1分钟之后才到达

终点。就连现场的解说员也对他说“You�

can� do� it！” 他到达终点的那一刻看台

上近两万名观众为他鼓掌。

拖后腿奖牌榜

代表团 铅牌 锡牌 锌牌 总数

英国

8 11 12 31

乌克兰

11 5 7 23

澳大利亚

4 10 6 20

埃及

11 6 2 19

加拿大

5 5 8 18

美国

6 6 6 18

阿根廷

3 6 8 17

韩国

6 8 3 17

巴西

7 2 6 15

意大利

6 4 5 15

中国

6 3 5 14

德国

3 4 6 13

波兰

5 3 4 12

南非

4 2 6 12

俄罗斯

5 1 6 12

这个垫底

让人

唏

嘘

中国男篮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个垫底

让人

汗

颜

英国手球队

史上最杂牌 连吞196弹

这个垫底

让人

遗

憾

法拉赫

约翰·阿赫瓦里这个经典的“

36

号背影”激励了一代人

库

兹

明

中国男篮在本次奥运会上惨败

另类奖牌榜

拉脱维亚老枪手

从金牌到倒数第二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胡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