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被英国超越，中国军团降至奖牌榜第三

中国“奥运老二”地位难保
庆幸，唯金牌论已淡化！

在昨天结束的里约奥运会第九个
比赛日中，中国代表团收获两枚金牌。
不过，在金牌榜上，中国代表团被突然
发力的英国代表团反超名次暂时跌落
到第三位。当然，中国代表团暂时被超
越，并不会影响到咱们的派奖，按照之
前公布的规则，从全部186名猜中两枚
金牌的网友中，我们随机抽中了一位

——“基督山伯伯”。此外，第三轮的“三
日奖”也正式出炉，本轮只有5名网友全
部猜中，获得满分300分，最终从这5名
网友中，我们随机抽出了“暖暖”，恭喜
他们，将获得1000元（税前）现金奖励！

具体游戏规则与积分排行榜请参
见成都商报客户端。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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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为何争相报道
秦凯求婚？

昨天全世界的单身狗又在奥运
会上被强行灌了一口甜蜜的狗粮
——中国跳水队的男选手秦凯在女
友何姿获得银牌后，在颁奖现场向其
求婚，引发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奥
运会终于把此前一天被某演员离婚
声明抢走的头条又抢了回来。

熊猫哥早就有熊猫嫂了，所以不
存在被灌狗粮的问题。让熊猫哥感兴
趣的是，世界各国媒体都争相报道秦
凯向何姿求婚一事，里约奥运会官方
社交平台、BBC、CNN、NBC、RTE
这些国外媒体纷纷对这一幕表示了
赞美，认为“奥运会跳水赛场弥漫着
爱情的空气”。说起来比赛现场求婚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比赛现场直
播时对着那么多台摄像机求婚，这在
里约奥运会上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
七人制橄榄球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排
位赛后，巴西女橄榄球运动员赛璐珞
的女友恩雅出现在场边，并向赛璐珞
求婚（是的，就是女运动员的女友向
她求婚，你没有看错）。

为什么国外媒体会如此关注这
一事件呢？由于一些固有偏见，和以
往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表现出的较
为严肃的整体形象，外国媒体总会把
中国运动员视作是专注于夺取金牌、
为国争光的竞赛机器。而在这一届奥
运会上，不少中国运动员向外界展现
出了自己的个性，比如如同“体育界
清新脱俗的一股泥石流”的洪荒少女
傅园慧、以擅长搞怪被戏称为“运动
员里的山体滑坡”的张国伟等等，都
让国外媒体认识到中国运动员真实、
率性的一面，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
鲜的。如果放在过去，没有在本届奥
运会上夺得金牌的秦凯可能根本没
有心思去设计什么求婚仪式，何姿同
样也不会有心情在大庭广众之下接
受男友的求婚，他们可能正陷入回国
后该如何写总结的困扰之中。但现
在，两人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这一
刻只为爱代言，体育终于剥离了它不
可承受之重，回归其本来面目。《人民
日报》说，人们不再唯金牌论，源于这
个民族日益增长的自信、自强。

熊猫哥觉得，外国媒体越来越能
接受、待见中国运动员，是因为他们
身上越来越有人情味。秦凯、何姿或
许不伟大，但却很真实、快乐。能享受
比赛，随后享受生活，这就足够了。

华润·公园九里，西双楠·880亩公园教育大
城。0.7板块容积率，家门口自建220亩星空乐园，
社区内0-15岁一站式教育。建面约79-120m2公
园名宅。建面约 120-140m2墅式洋房，建面约
152m2、330m2花园美墅，诚意咨询中。

墅居专线：028-6506 8888

扫 码 下
载 成 都 商 报
客户端，注册
登 录 ，进 入

“一战成名·
奥运会”游戏
页面，选择中
国 代 表 团 当
天的金牌数。

参与方式：

“华润·一战成名奥运会”猜中国代表团每日金牌数 四重奖项等你拿

单日奖与三日奖双双出炉
“一战成名”奖金继续发起走

精彩赛事

●8月16日
20：50 男子三级跳远决赛
22：20 女子铁饼决赛
●8月17日
01：00 男子双杠决赛
01：00 花样游泳双人决赛
01：47 女子自由体操决赛
02：34 男子单杠决赛
05：00 男子跳水3米板决赛
06：30 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
07：30 男子跳高决赛
09：15 女排1/4决赛 中国VS巴西
09：30 田径女子1500米决赛
09：45 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

按照奥运会项目设置的特点，
中国军团的传统强项一般都出现在
上半程，后半程相对乏力。下半程，
中国军团剩下的比赛里，最靠谱的
只有乒乓球的两枚团体金牌，跳水
梦之队剩下的三个单人项目，场地
自行车上钟天使带来的希望之光有
可能延续，羽毛球夺金点缩减到2到
3枚，再加上女子20公里刘虹和跆拳
道49公斤级吴静珏等，中国队的夺
金点还有10个左右，最终的金牌数
可能刚刚超过20块。那么英国队呢？
2012年他们在场地自行车项目上摘
得7金，该项目接下来还会诞生4
金，田径上拥有法拉赫这位神将，包
括帆船帆板，铁人三项、跆拳道项目

上英国队都有夺金点。
这么看来中国队想要夺回金

牌榜第二的希望不大，悉尼后首次
落到奖牌榜第三位，正式组团参加
奥运会以来第一次被英国队压制，
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奥运会有这样
一个现象，东道主不仅当届奥运会
上表现出色，还会在下一届保持较
高水准，可以称之为“东道主红
利”。在2012 伦敦奥运会时，英国
着力培养的这批运动员在主场达
到巅峰，4年后仍保有强大战力。而
8年之后他们早过巅峰，这时候奥
运阵容的交替阵痛就浮现出来了，
就比如本届奥运会的中国军团。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里约奥运奖牌榜
（截至昨日第9比赛日）

排名 代表团 金牌 银牌 铜牌
1 美国 26 21 22
2 英国 15 16 7
3 中国 15 13 17
4 俄罗斯 9 11 10

经历了两个“无金日”和
多个夺金点纷纷失守后，“元
气”大伤的中国军团尽管在里
约奥运第九日收获2枚金牌，
但半程过后，中国军团在奖牌
榜的排名降至第三位。美国
（26金）依然高居榜首，与中
国（15金）金牌数相同的英国
以银牌数优势跃居第二位。英

国《每日邮报》等陷入了癫狂状态，原因不仅是单日获得5枚金牌，
更在于这让他们超越中国军团升至奖牌榜第二位。自1984年以
来，有哪一次奥运会，英国军团能在奖牌榜上力压中国？答案是：一
次也没有！无怪乎英媒如此兴奋欢呼：“我们击败中国了！”但令人
欣慰的是，北京奥运会后，国人对于“唯金牌论”呈现了审美疲劳的
态势，对于金牌之争，观念上逐渐淡化。众多网友表示，“只要是中
国选手努力拼搏了，哪怕只是银牌、铜牌甚至是其他名次，也会赢
得观众的喝彩。”中国代表团进驻奥运村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
鹏被问到对中国队的表现有什么目标，他很客气地回答道：“我希
望其他国家也多拿金牌，多拿奖牌，多进前八。”这话说得确实很大
气，展现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新风貌和新气象。

与金牌榜被超越的同时，我们
发现里约奥运会，中国民众的金牌
观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深层的
变化虽然很难量化，但却让人印象
深刻。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
会登上金牌榜榜首，这个成绩空前
辉煌，也让国人逐渐放下了“金牌
情结”，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
体育精神。里约奥运首金争夺战，
中国两位顶尖选手杜丽和易思玲
惜败。但是这次得了银牌的中国选
手依然得到很多赞美。从舆论的反
应来看，很多人的“金牌情结”已经
淡了，大家更看重的是比赛过程，
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所以，一块
金牌还没有得到的傅园慧因为丰
富的“表情包”也成了奥运大明星。

而带病参赛连1500米自由泳决赛
都没进的孙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
理解。新华社更是发表评论称，中
国运动员展现了自信与从容，“这
比金牌更重要”。

其实，“不苛责”也是奥运之
美。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观念变化，
不只是因为曾经登上榜首，失去
了新鲜感，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
国已经不需要通过奥运金牌来证
明自己的强大。更多的人认识到
片面的“体育强”未必就等于国民
体质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
民健身活动中，通过参与体育来
享受体育，正是社会有了这样的
观念之变，才使傅园慧的“洪荒之
力”所向披靡。

“洪荒之力”所向披靡
只因我们逐渐放下“金牌情结”

□胡敏娟

里约奥运会赛程过半，中国军
团以15金13银17铜的成绩，排在
奖牌榜的第三位。这是进入21世
纪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
前半程最“低调”的一次。由于项目
设置的关系，中国军团在后半程相
对比较乏力，已基本上难以在今年
突破30枚金牌的大关。这是近5届
奥运会以来，中国军团在前半程收
获最少的一次。从 2000 年悉尼奥
运会，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
军团在半程过后的金牌数量分别
是17金、18金、27金、25金。

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
举重和射击是中国军团的六大传

统强项。除了乒乓球和跳水，举
重、体操和射击队都受到巨大冲
击。举重队错失了4枚金牌，射击
队则因运气欠佳，暂时只收获1枚
金牌，体操更是受裁判因素影响，
到昨日都还没有金牌。前3届奥运
会，中国队的潜在优势项目都带
来不少惊喜，但在里约却陷入平
庸了。女子重剑团体未能卫冕，于
颂未能延续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
的辉煌，蹦床男女双双失金。真正
取得突破的，只有女子自行车团
体竞速赛。孙杨领衔的中国游泳
队则仅收获1金2银3铜，相比伦
敦的5金2银3铜退步明显。

最低调的上半程
举重体操射击等传统项目遭遇冲击
近5届奥运中前半程收获最少的一次

下半程或更乏力
中国军团遭遇奥运阵容交替阵痛
想要夺回金牌榜第二的希望不大

夜晚的阿维兰热奥林匹克体育场外，山
上的贫民窟灯火通明，但在体育场内，一颗
巨星的光芒更加闪耀。作为世界上跑得最快
的男人，“闪电”博尔特的魅力是无与伦比
的，从北京到里约，无数人进场只为看他那
几秒钟的冲刺。9秒81，虽然已经30岁的他
没有在里约再次打破纪录，但连续三届奥运
会100米金牌已经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座无虚席，全场观众为博尔特欢呼

田径比赛开始前两天，偌大的阿维兰
热奥林匹克体育馆显得空空荡荡，巴西人
对奥运会田径比赛的热情显然不如一场
博塔弗戈队的联赛。前一天的跳远、400米
等比赛，除了各个国家前来为队员加油的
观众外，看台上的巴西人寥寥无几，但在
昨天，当成都商报记者走上看台，却连一
个座位都很难寻觅，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人
——尤赛恩·博尔特。作为昨日田径比赛
的压轴大戏，100米决赛让所有人期待。运
动员入场介绍时，观众们都反应平淡，加
特林更是收获了满场嘘声。但当现场大屏
幕的镜头扫到博尔特，全场观众都送上了
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尖叫。热身活动时，
博尔特更是刻意在跑道上向现场观众致
意，仿佛比赛还未开始，他已经是冠军。

博尔特确实有这个自信。2008年北京
奥运会，博尔特在鸟巢以9秒69的世界纪
录震惊世人，伦敦奥运会上，他又跑出了9
秒63，人类的极限在博尔特的努力下被不
断刷新。此次来到里约，虽然年龄已经达
到30岁，但所有人都相信没有人能够战胜
他。虽然同处美洲，但昨日现场的牙买加
国旗并不算多，不过全场的巴西观众让这
里成为了博尔特的主场。

比赛过后，大家谈论的焦点都是他

枪响之前，全场肃静，大家都在等待猎
豹出笼的那一刻。前半程博尔特明显落后，
也就一瞬间，我有一种廉颇老矣的伤感。不

过在后半程，博尔特开始加速了，他挥动着
自己的双臂，迈开大长腿，反超加特林，将
对手甩在身后。9秒81，来不及想太多东西，
比赛就已经结束，博尔特依旧是那个王者。
比赛结束后，博尔特再次摆出自己“拉弓射
箭”的招牌动作，“闪电”依旧霸气，在比拼
最原始的速度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在巴
西，除了足球比赛，也只有博尔特能够让如
此大的场馆座无虚席了。

在100米的比赛中，除了起跑的前20
米落后外，博尔特在后80米的速度越来越
快，在中后程的较量中，没有人是他的对
手。短短两个小时，从半决赛到决赛，博尔
特都是起跑较慢，后半程靠强大的能力反
超对手，最后10米轻松惬意，甚至还回头
露出笑容。

几天前，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用23
枚金牌的成绩与奥运告别，许多人表示他
已经是奥运会历史的最佳运动员，但如今
看来，博尔特也有机会和菲尔普斯掰掰手
腕。奥运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名运动
员，无论男女，曾经连续三次夺得个人短
跑项目的冠军。此外，博尔特还准备实现
不可思议的纪录：即蝉联奥运会男子100
米、200米和4×100米三个项目的冠军。

100 米决赛结束后，阿维兰热奥林匹
克体育场的人群开始散去，场馆周围，有
美女在欢快地跳舞，大家端着啤酒坐在电
视机前等待着颁奖典礼。无论是行走的人
群还是等候班车的记者，嘴里讨论的全是
博尔特，就在不久前，我们都见证了一段
新的历史。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想现场见
证博尔特夺金并不容易，但你永远还有机
会，因为这段“闪电”传奇仍在延续。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李博 发自里约热内卢

又讯 昨日，在男子400米决赛中，24
岁的南非选手范尼科尔克以43秒03获得
冠军，这一成绩，打破了美国名将迈克尔·
约翰逊在1999年8月26日创造的43秒18
的前世界纪录，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同
时在 100 米跑进 10 秒、在 200 米跑进 20
秒、在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 何鹏楠

前无古人！连续三届奥运会百米大战摘金

“闪电”划过引爆里约
博尔特在巴西享受主场待遇

昨天上午，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重大
项结束了女子75公斤以上级争夺，中国选
手孟苏平以总成绩307公斤获得冠军。赛
后，这位临到奥运会开赛前才确定能够参
加比赛的安徽姑娘在场上四次磕头，感谢
祖国给了她这次机会。

奥运会之前，中国女举临阵换人，孟苏
平顶替48公斤级选手侯志慧来到里约，这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在黎雅君因为
失误丢掉金牌后，中国女举身上的压力非常
大。不过，当孟苏平为中国女举拿到本届奥

运会第三块金牌的时候，中国女举总教练王
国新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王国新感叹道：

“如果失败了，可能就会骂我，为什么临阵换
人，为什么把有希望拿金牌的放走了。只要
失败了，这些都没法解释。竞技体育只以成
败论英雄。今天孟苏平赢了，她把自己救了，
把我们救了。”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又讯 2016年里约奥运会体操比赛昨
晨结束了女子跳马单项决赛的争夺，41岁
老将丘索维金娜第七次出战奥运，最终仅
获得第七名。 胡敏娟

女举75公斤以上级孟苏平夺金

总教练：她把我们都救了

“我们击败中国了！”——英媒昨日兴奋欢呼

秦凯求婚成功

博尔特在里约受到观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