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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伦敦奥运首选特刊

动人发现

核 心 快 递

4年前她还只是一名从未玩过赛艇的体育教师

如今她已成赛艇女子双人单桨的奥运冠军

她让更多的英国人投身到了赛艇运动中

母亲鼓励

她参与了“体育巨人”项目

26岁的海伦·格洛弗四年前只是

一名体育教师，她参加过全英越野跑和

曲棍球比赛，但从未玩过赛艇，甚至没

有坐过赛艇。直到有一天，她的妈妈看

到报纸上的广告———“激发你的赛艇

潜质”。 这是获得5枚奥运赛艇金牌的

英国选手斯蒂夫·雷德格雷夫在2007年

2月发起的名为“体育巨人”的项目，希

望能在全英找到具备体育潜质的人，特

别是在赛艇、手球和排球项目中。

“我之前在英格兰卫星队打过曲棍

球，还喜欢网球和游泳。”格洛弗说，妈

妈的鼓励让她决定去试一下赛艇这个

运动，“她说我从小就展现出强大的力

量，说不定会喜欢上赛艇。”格洛弗随

即去报名参加“体育巨人”项目海选，

“他们从4500名报名者中挑选， 每200

人被分成一组， 我记得我当时坐在一

个屋子里，有人在喊‘能够夺得2012奥

运会金牌的运动员就在屋子中’，我当

时想，好吧，我肯定就是其中一个，现

在回想起来仍难以置信！”

半路出家

她竟然已成为奥运会冠军

格洛弗申请通过后， 在巴斯一家

赛艇俱乐部训练。她每周训练6天，但每

天的训练时间并不长，平均5小时，上午

一般是水上训练， 下午是力量训练。

2010年，格洛弗就在赛艇世锦赛上获得

银牌，并获得了奥运会资格。但谁也没

想到，格洛弗半路出家，竟然和斯坦宁

携手创造更大的奇迹， 为英国拿到在

奥运会赛艇女子项目上的首枚金牌！

“这真是令人惊奇！要知道她只是

这个项目的一只菜鸟。”格洛弗的父吉

米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他激动不已。

65岁的米切尔·洛维伦是格洛弗家的

邻居，他说：“从小就看出她喜欢运动，

但没想到她能完成一个四年前还没摸

过的项目，她是我们家乡的英雄。”

榜样作用

她让赛艇俱乐部生意火爆

格洛弗说，“你只需要去做这一

切，坚持去做，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步

会发生什么。”格洛弗的故事经英国媒

体报道后在英国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

她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赛艇运动中。

位于伦敦西南的帕特尼镇是百年

历史的牛津剑桥赛艇比赛举办地，这

里有不少赛艇俱乐部。凯特·泰勒是一

家赛艇俱乐部的会员主管， 她说格洛

弗的冠军榜样力量正推动更多的人学

习赛艇，“仅在过去的两天我们就收到

了超过50份申请， 另外还有不间断的

电话和邮件， 他们都要求加入我们俱

乐部，令人惊喜的是，他们中很多人是

从来没有玩过赛艇的女性！” 泰勒说，

“她们看到格洛弗在四年前才拿起划

桨开始学赛艇， 这让她们意识到即便

完全没有这项运动的背景， 也可以参

与其中。”

奥运冠军歌喉PK

林丹霸气刘翔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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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激励更多

从事运动的小孩， 也让更多还在家

考虑是否学习一项新运动的人们动

起来。” ———格洛弗

仅在过去的两天我们就收到了超过50份申请，他

们都要求加入我们俱乐部，令人惊喜的是，他们中

很多人是从来没有玩过赛艇的女性！”伦敦西南帕

特尼镇赛艇俱乐部的会员主管凯特·泰勒说，在赛

艇女子双人单桨项目为英国夺得首金的海伦·格

洛弗的故事激励了不少英国的民众， 要知道格洛

弗在四年前才拿起划桨开始学习赛艇……

带孩子看奥运成英国流行

“今天我见证了历史，当佐伊·史密斯举起121公斤的

重量，打破英国的挺举纪录时，我一直都在挥舞着英国的国

旗，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她加油，我那时候就感觉她一定

能做到，她真的做到了，我感觉我也是帮助她成功的那些人

之一， 她最终打破了纪录， 她感谢了我们这些为她助威的

人。”

说这话的不是佐伊·史密斯的主教练、家人、男朋友，也

不是长期关注她的粉丝， 而是从来没有看过举重比赛的10

岁小男孩劳伦斯·比蒂。比蒂42岁的父亲大卫在奥运会期间

把他从斯坦福桥带到ExCel中心，来看奥运会的举重和拳击

比赛，因为他相信奥运会真的能够“激励一代人”。

“我的儿子是一个足球和拳击爱好者，我认为我们应

该带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来尽可能多地接触体育运动， 因为

在参加体育运动的过程中他们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 也能

够保持健康， 没有比带他们来看奥运会更好的方法鼓励他

们热爱运动了。”大卫说。

在伦敦的地铁站、火车上甚至机场，到处可以看到一脸

兴奋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前往奥运场馆。昨天晚上，成都商报

记者还在奥林匹克公园看见， 一个父亲肩膀上驮着他两岁

的儿子，手还牵着他六岁的女儿，正赶去看田径比赛，这位

手忙脚乱的父亲说他为孩子们付了8英镑的全票。

单身妈妈攒钱为孩子买门票

42

岁的单身妈妈艾玛·亨特利带着她

12

岁的儿子米歇

尔和

13

岁的女儿杰西卡一大早

7

点钟就从圣奥尔本斯赶火

车来伦敦观看奥运会比赛。“这是目前为止我生命中最快乐

的一天，”观看了跳水比赛的杰西卡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

也是。”米歇尔挥动着他的夹克衫说，“现在我的梦想是进入

奥运会比赛。”“那也是我的梦想，我认为我能够实现，”姐姐

杰西卡马上说。

“我在为一个青年跳水俱乐部工作， 我是一个单身妈

妈，挣不了很多钱，我在一年前省吃俭用了几个月为孩子们

买了奥运会的门票，这是我在圣诞节前送给他们的惊喜，我

要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一天，” 艾玛·亨特利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眼中泛着泪光，她说，“攒钱买门票的那段时间，

我们不得不穿廉价的衣服， 不得不在

eBay

网上买二手的

东西，全家都紧巴巴地过日子。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本组稿件由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盖源源 发自伦敦

追随奥运选手

英国民众

积极参与运动

不仅在赛艇俱乐部， 在体

操、自行车等俱乐部，都能强烈

感受到英国民众追捧奥运选手

参与运动的激情。

●

体操

伴随着英国体操史无前例

获得了男团第三， 伦德尔在女

子高低杠上摘铜， 萨顿体操学

校报名火爆， 有

150

人还在等

待， 学校不得不从下个月开始

每周多开五节课。“我们的接待

能力无法满足那么多的需求，

在两个半小时内就有

24

封报名

邮件。” 学校的主教练里茨·琼

斯说，“一切太疯狂了，晚上

9

点

半甚至还有人给我打电话，寻

找场地。”

●

自行车

特里·科内尔是哈林自行

车俱乐部的主席， 俱乐部有各

个年龄的小孩在学习自行车，他

说英国队的自行车明星

,6

枚奥

运金牌得主克里斯·罗伊将成为

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我曾担心，

发现的好苗子到了大学以后他

们开始喝酒，玩乐，放弃了自行

车，但现在他们看到了坚持自行

车运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

户外游泳

类似的激励作用还发生在

海德公园蛇形湖游泳俱乐部。

奥运会的铁人三项比赛在海德

公园举行， 越来越多的人向往

户外游泳。“我们收到很多会员

申请， 希望能参与铁人三项和

马拉松游泳。” 俱乐部主管布

雷·托马斯说，“他们的年龄从

10

岁到

89

岁不等， 有消遣娱乐

的，也有专业泳者。现在我感觉

每周六的铁人三项已经变得非

常美妙，我为此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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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女孩不踢足球改练赛艇

24岁的克里斯塔·罗卡已经成为

了这家俱乐部的会员， 下个月她将在

这里学习赛艇课程。“我喜欢运动，此

前是女足俱乐部的会员， 我们一周打

三次比赛，但去年开始我就不踢球了，

一直寻找尝试一项新的运动。 格洛弗

的故事激励了我， 赛艇成了我现在最

感兴趣的。”

30岁市场经理立志参加奥运

30岁的维鲁·拉维是市场经理，早在

去年他就申请加入了帕特尼赛艇俱乐

部， 但因为工作忙还从未去学习赛艇，

“过去我对赛艇运动很喜欢，但只是在电

视上看雷德格雷夫的比赛， 从来没有自

己尝试过。”维鲁去伊顿多尼湖看了奥运

会赛艇首日的比赛，“我被他们感动了，

令人惊奇的成绩，他们真的很棒！”维鲁

为此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2014年能成

为俱乐部男子8人赛艇队的一员； 去看

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希望我也能像格

洛弗一样，参加里约奥运会。”

他们因她而改变

用

奥

运

激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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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半路出家为英国代表团夺得伦敦奥运首金的格洛弗掀起了英国赛艇热

格洛弗

(

左）与队友

夺冠后，格洛弗感觉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