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昨日开幕

昨日上午，2014年“运动成都”“体

彩杯”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成

都市高新区美洲时尚体育公园隆重举

行。 本届成都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参赛

项目既包括足球、篮球、乒乓球等奥运项

目，也有广大市民喜爱的拔河、广场健身

舞、棋类比赛及健步走等非奥项目。市体

育局局长谭学军表示：“希望通过全民

健身运动会，让更多市民运动起来。”

其实，近年来成都已经开展了众多丰

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和比赛， 但据市

体育局调查研究， 发现仍有部分市民

“难得运动”和“懒得运动”，为进一步

丰富成都市全民健身活动， 充分满足广

大市民健身需求，市政府出台了《成都

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2014-2015年）》，首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也应时而生。根据比赛规则，本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将先在成都市各区

（市）县进行选拔赛，今年8月8日全民健

身活动日当天举行总决赛。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电

视

直

播

●淡看“奥运首金荣誉”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如果

总活在过去，这个人肯定也没啥

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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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一妙方

如果你发现小腿内侧出现青

色像蚯蚓状弯曲隆起的“青筋”

就必须注意了， 这是静脉曲张

的初期表现，任其发展会蜿蜒成

团，发紫、发黑、痒酸麻、腿困无

力，还会肿胀出血、发炎溃烂。

【脉立平】

是由数十位科研

人员精心研制，静脉曲张、脉管

炎人群都能用！ 【脉立平】轻松

抹一抹，费用低，无异味。 无论

轻、中、重度静脉曲张，脉管炎，

老烂腿均可使用。 自上市以来，

以其独特的外用涂抹方法、无需

手术、简单方便等，深受广大患

者欢迎。

【脉立平】

用于缓解静

脉曲张、 脉管炎引起的皮肤痒、

痛、酸、麻、腿困无力等症状。 据

了解

【脉立平】

需按疗程使用，

如有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

人群很值得一试，有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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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掌掴戴琳

京鲁大战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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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史上首位奥运冠军许海峰来蓉督战现代五项世界杯并接受成都商报独家专访

黑西装、白衬衫、一双黑得发亮的皮鞋。如果

不是事先说明，很难认出，他就是30年前为中国

夺得首枚奥运金牌的许海峰。 时间过得真快，岁

月悄然在57岁的许海峰的两鬓染上白色，身材也

明显发了福。

1984年，许海峰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

获得男子手枪60发慢射冠军，成为那届奥运会

金牌得主， 这也是中国奥运史上的首枚金牌。

2004年，一纸调令，当时已是国家体育总局射

击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许海峰突然被调到

了冷门许多的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只有

调令，没有附带任何解释，其中的缘由外人难

以得知，各种猜测不断，直至现今。

这周，许海峰以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中

心副主任身份来成都督战现代五项世界杯成都

站比赛，经过多次努力，他终于在答应了成都商

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并首度对外界关注的那些问

题一一作出回应。

成都商报：

在自剑中心做了十年的副主任，

应该早习惯别人称呼您“许主任”了吧？

许海峰

：谈不上喜不喜欢，对我来说，就是个

称呼。

成都商报

：您现在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许海峰

：我们中心共有18个部门，我分管其

中的7个，包括现代五项、铁人三项、马场、纪检

等，一年至少有半年的时间在外出差。不过比以

前好了，现在陪家人的时间要多了些，以前做教

练，一年都难回几次家。

成都商报

：现代五项中也有与射击有关的项

目，您得空的时候会不会也去打几把？

许海峰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摸过枪了，准确

说是做行政工作后几乎就没有过了，每天都有很

多事需要我去做。我是这样想的，既然让我到这

个位置上，我就尽量把这里的事情做好。

成都商报

：关于您当时离开射击中心，流传

着不少说法。之前有媒体报道称当初您离开射击

运动管理中心， 是因为雅典奥运会上用人失误。

还有说是因为您与王义夫（射击奥运冠军、现国

家体育总局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之间不

和。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许海峰

：这都是猜测。国家队奥运阵容的选

拔是非常严格的，作为一个总教练（许海峰当时

是中国射击队总教练），是无权决定谁参赛，在选

拔运动员方面是很严格的，所有程序都是按照选

拔制度来进行的。但到了奥运赛场上，每个运动

员的发挥是不可预知的，谁也不能保证所有参赛

选手均发挥出色。我知道，有不少人说把我调走

了，是给王义夫腾位置。这也只是猜测，我和王义

夫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也从没吵过架红过脸，这

种说法应该是不存在的。国家体育总局把我调到

自剑中心是有他们的考虑的，这个中心在国内很

冷门，但在奥运会上有着38枚金牌，希望我能过

来加强一下这里的工作，最好是收获一些突破。

成都商报

：在很多人印象中，您还是那位为

中国奥运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的奥运冠军。

您的这枚金牌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可听说您没

有把它留在自己身边。

许海峰

： 是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结束

后， 我回到国内就把它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了。这枚金牌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国家的。

成都商报

：这些年会去博物馆看看它吗？

许海峰

：没有专程去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如果总是活在过去，这个人肯定也没啥出息。

“许主任 ，谢谢您最终答应这

次专访，耽搁您宝贵的时间了。”与

许海峰见面后 ，我们先谢道 。窗外

的马术比赛快要开始了，他的眼睛

看了看赛场，回答道：“是有点儿耽

搁，等会儿有中国队队员的比赛。”

用不用这么直接？一时间竟不知该

怎么把话接下来去了。

许海峰夺冠那个月，我还不到

2

岁 。转眼 ，

30

年便过去了 。时间可

以抹去很多，但许海峰应该算是一

个例外 。现在一说起许海峰 ，许多

人仍会做出“哦，我知道他”、“我记

得他”等反应。

不过或许是这些年 ， 有过多

的媒体在不同时间 、 不同场合想

要采访他 ， 也可能是他的性格使

然 ，他一直是习惯性拒绝 。好在这

次经过多方努力 ， 他不仅答应了

成都商报的独家专访请求 ， 而且

让我们在短短一个小时里揭开了

他的“另一面”。

他没有想象中那么不解风情。

他的目标意识确实很难具体化 。

“不骗你，我参加

1984

年奥运会时，

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奥运冠

军 。可能是我站的位置好 ，天上那

个大馅饼啪的一下正好砸到了我

的头上……”许海峰的话逗乐了在

场的人。我说：“我要把这段写到稿

子里去哦！” 他早收起了那张严肃

的脸：“写吧，写吧！”

后来，我们闲聊到了北京那边

的一些熟人，其中一位正好是我的

叔叔，与他同住在一个大院里。“那

你也应该叫我叔，我的年龄比他还

大呢 。”许海峰说道 。临行前 ，赶紧

改口， 没想到他应允道别之后，竟

小声补了一句 ：“这还差不多 ！”他

的形象完全从最初的 “死板 ”变成

了“可爱”。不过留给我印象最深刻

的，还是他说的：“人要知足。”

成都商报

：如果没记错，再过三年，您就到退

休年龄了，最后三年在工作上有什么规划吗？

许海峰

：我是1957年出生的，对哦，57岁了。

我一直觉得， 说了却完不成那就是一句空话，所

以还是现实点，做好手头上的工作。

成都商报

：除了工作，您还有别的爱好吗？

许海峰

：（想了想）我还真没有啥爱好。他们

都说我喜欢摄影， 但我觉得我不算是摄影爱好

者， 我只是经常拍一些运动队比赛或训练的图

片，作为资料保存在电脑里。对了，我喜欢看电

视，最喜欢科普类的节目，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

不喜欢那些虚构的电视剧，如果中国功夫那么厉

害，那中国足球早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就是忽

悠人的嘛。

成都商报

：听说国外一直有俱乐部或国家队

想请您出去执教，退休后会有这方面的打算吗？

许海峰

：这个真的有。这些年至少有7、8

家吧。

成都商报

：年薪几位数？

许海峰

：出去一年几百万肯定是有的，少了7

位数他们都不好意思开口。 不过我都拒绝了，以

前不会去，以后还去干吗？出去无非是赚钱，可我

觉得钱够用就行了，人要知足。另外还有一个原

因，我不想带着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来打我们自己

的运动员。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采写

1984

年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中国奥运

史上首枚金牌。参加奥运会前，在安徽和县新桥

供销社工作。

1995

年至

2003

年

任中国射击队女子

主教练、总教练，带出陶璐娜等两位奥运冠军

2003

年

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射击运动

管理中心副主任

2004

年

被调至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

运动管理中心，担任副主任至今

“我们没有任何矛盾，我

与他从没吵过架红过脸”

现状

●淡看“百万年薪邀约”

“出去一年几百万肯定是有

的，但我都拒绝了，我觉得钱够用就

行了，人要知足。”

已经多年没摸过枪

“做行政工作后几乎就没有过了，每天都

有很多事需要我去做”

回忆

金牌早捐给了博物馆

“这枚金牌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国家的”

未来

不会选择出国执教

“我不想带着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来打我们

自己的运动员”

采/访/手/记 “萌叔”许海峰

人/生/轨/迹

西媒：梅西认为巴萨要卖他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电视台体育频道

日前称， 巴萨俱乐部头号球星梅西和他

的团队认为，巴萨俱乐部正打算将“小

跳蚤”卖到其他俱乐部。

据悉， 梅西和他的团队因为两个原

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最主要的因素是

巴萨俱乐部一直没能完成更新与梅西的

合同。 梅西的父亲负责同俱乐部方面的

谈判， 但由于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分歧过

大，比如肖像权的问题等，目前谈判陷入

了僵局。第二个原因则是，最近几个月来

梅西几乎每周都能收到巴黎圣日耳曼队

的邀请。 梅西的团队认为如果没有巴萨

俱乐部的默许， 巴黎圣日耳曼队不会如

此主动地采取行动。 这个法国俱乐部甚

至表示，只要能得到梅西，他们已经准备

好一次性拿出2.5亿欧元。此外，梅西还

认为巴萨俱乐部欺骗了自己。 此前梅西

多次向俱乐部表示希望能与自己的阿根

廷同胞阿奎罗搭档， 并且也得到了俱乐

部的承诺， 但是最终巴萨也没能签下阿

奎罗， 对于俱乐部的不作为梅西感到很

失望。

加泰罗尼亚电视台最后还透露，梅

西在去年夏天曾一口气拒绝了五家欧洲

豪门俱乐部的报价， 其中包括巴萨的老

对手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皇马除了愿为

梅西支付2.5亿欧元的转会费用，更是表

示可以为阿根廷人开出一份世界足坛最

高年薪。

据新华社

回忆往事，许海峰陷入沉思 成都商报记者 郭广宇 摄

许海峰利用望远镜关注比赛进程 成都商报记者 郭广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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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海峰

1984

年赢得奥运金牌登上领奖台的瞬间

中超：北京国安

0

比

3

山东鲁能

中超：广州恒大

2

比

1

上海绿地

英超：热刺

3

比

1

富勒姆

意甲：

AC

米兰

3

比

0

利沃诺

意甲：帕尔马

0

比

2

国际米兰

意甲：乌迪内斯

1

比

1

那不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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