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月月2828日日，“，“中国中国
奥运金牌第一人奥运金牌第一人””许海许海
峰来到峰来到四川德阳参加四川德阳参加
公益助学活动公益助学活动，，一行人一行人
前往德阳寿丰美丰实前往德阳寿丰美丰实
验学校验学校、、中江县玉兴镇中江县玉兴镇
中心小学捲洞分校中心小学捲洞分校，，捐捐
赠文体用品赠文体用品，，与孩子们与孩子们
互动互动。。

许海峰许海峰，，前中国男前中国男
子 射 击 队 运 动 员子 射 击 队 运 动 员 。。
19841984年洛杉矶奥运年洛杉矶奥运
会会，，他夺得男子手他夺得男子手枪枪6060
发慢射冠军发慢射冠军，，成为中国成为中国
首位奥运冠军首位奥运冠军，，实现了实现了
中国奥运金牌中国奥运金牌““零零””的的
突破突破。。

““说到我的名字说到我的名字，，
大家给了我很多称大家给了我很多称
呼呼，，第一枪第一枪、、第一金第一金
等等，，其实其实，，我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
普通的运动员普通的运动员。”。”在德在德
阳助学现场阳助学现场，，6262岁的岁的
许海峰还分享了自己许海峰还分享了自己
从一名化肥销售员从一名化肥销售员

““逆袭逆袭””成为中国成为中国““第第
一枪一枪”，”，以及担任以及担任““金金
牌教牌教练练””的往事的往事。。

许海峰坦言许海峰坦言，，退休退休
后后，，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他将更多精力放在
了公益事业上了公益事业上。。

“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许海峰德阳助学

奥运首金 我一点没有激动
女排精神 是体育行业榜样

退休后，许海峰把大量时间
花在少年儿童的公益事业上。

今年7月，他拥有了一个新身
份——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委员，从竞技体育人转身成为全
民健身推动者。

“我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了，但对体育事业的热情没有衰
减，一方面，在做社会公益活动，主
要是青少年眼健康活动的宣传；另
一方面，勉励青年人在追梦路上拼
搏奋斗。”许海峰说。

10月28日，他来到德阳寿丰
美丰实验学校、中江县玉兴镇中
心小学捲洞分校，开展公益活动。
现场，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和故事，勉励大家敢于树立目标、
勇于实现梦想，传递拼搏精神的
正能量。

在两所小学里，许海峰与孩
子们一起分享互动，捐赠体育用
品，鼓励大家勇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许海峰告诉孩子们，无论是在
今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要学习，

才能不断进步。
此外，当下的少年视力问题

也引起了他的关注。他说，当前电
子产品众多，许多孩子的视力都
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这需要引
起大家的重视。

“你们是祖国的新生代，未来
是你们的，所以首先要保护好眼
睛，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许海
峰介绍，青少年眼健康，目前是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许海峰说，自己从小喜欢枪，想着把爱好与
职业结合起来。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一心想去
当兵。但最终因年龄差半个月未能成行，与“军人
梦”擦肩而过。

此后4年，他在安徽农村插队当知青，学会了
各种农活。1979年，返城后，许海峰来到安徽省和
县新桥供销社工作，主要业务是卖化肥。

据许海峰透露，自己能进射击队是“走后门”
得来的。“教练是我老师，经常和我父亲聊天。”他
介绍，当时所在地区的射击教练是他中学的体育
老师。他找到这个教练，提出想练习射击，刚好有
一个射击学员名额，他才得以进入射击队。练射
击需要给供销社请假，当时供销社主任提了三个

条件才放人。“主任说，第一，得培养两个人；第
二，业务不能交，回来接着干；第三，不发工资。”

至今，许海峰仍记得那一天：1982年6月5日。
这是他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1982年8月25日，安徽省举行第5届运动会，
许海峰不仅夺得射击冠军，而且把该省纪录提高
了26环。许海峰介绍，当时他用一支60多元钱的
国产普及型气枪，战胜了训练多年、使用精密度
极高的外国手枪的省队队员。

比赛归来，许海峰又回到供销社干了3个月。
1982年底，许海峰毅然放弃“铁饭碗”，正式离开
新桥供销社。当年12月8日，他来到安徽省射击队
参加集训，开始了真正的射击生涯。

1984年4月，27岁的许海峰迎
来了人生的华丽转弯。

此前，队内选拔名列第一的
王义夫已锁定一个奥运名额。另
一个名额要从第二名许海峰和第
三名中选出。经过协商，队内决定
给两人一次考验，分别出国比赛。
许海峰在洛杉矶举办的奥运热身
赛获得冠军，也因此获得参加洛
杉矶奥运会的资格。

前段时间，许海峰在家里找
到了当年的训练日志，其中记录
下了35年前那改变中国体育史的
一天。

“早晨5：30就醒了，6：00吃早
餐，6：40坐车去靶场，8：00下车后
把枪支和子弹拿出来检查，8：30
进入射击场地，然后就开枪预习，
今天感觉枪支晃动稍大一些，但
扣扳机感觉较好……”

这个时间指的是1984年7月
29日。

许海峰介绍，第一组97环，第
二组97环，这在当时对手枪慢射
来说已是非常高的成绩了。第三
组打到第八发时，打了一个八环，
自己就把枪放下来，走到大门口
休息了近半小时。回来以后，再继
续上场地开始打靶。“后来美国的
报纸报道，我比赛中途失踪了30
分钟。”回来以后，第三组打了93
环，第四组打了93环，第五组打了
95环，也就是说，这五组平均成绩
是95环。

“我本身比赛打得就比较慢，
再加上中途又休息了30分钟，等
我打最后一组时，全场就只剩我
一个人了。我当时就感觉，背后的
人很多，特别是记者很多。”许海
峰至今还记得，当时裁判三次举
手示意“肃静”。最终，许海峰以总
成绩566环、一环险胜瑞典名将斯
卡纳克尔夺冠。也是在这一天，中
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
兰奇先生闻讯赶来为许海峰颁
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许海峰坦
言，主要是高兴，也没有其他反
应。“我一点没有激动，我这人也
不爱激动。”

此后10多年运动员生涯，许
海峰先后获得13个世界冠军，两
次破世界纪录。

1994年底退役后，1995年许海
峰开始担任国家射击队女子手枪
主教练，后任国家射击队副总教
练，2001年3月担任国家射击队总
教练。2003年5月出任国家体育总
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2004年12月担任自行车击剑中
心副主任。

许海峰带领的队员曾多次在
世界杯、世界锦标赛等大赛中获
得冠军。

去年，61岁的许海峰退休，离
开了他奉献近40年的工作岗位。

从化肥销售员“逆袭”成为射击冠军射击往事

“我一点没有激动，我这人也不爱激动”

希望孩子们保护好视力 勉励青年人拼搏奋斗

面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提问，“今
年，中国女排10连胜又夺得世界冠军，大家都在
谈女排精神？你心中的女排精神是什么？”

许海峰回应说，“女排是我们整个体育行业的榜
样，她们有一系列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首先是为国
争光的意识非常强烈，所以她们在比赛当中，也是尽

自己的努力去打出水平，为我们国家争得荣誉，这也
是她们主要的一种精神。当然还有刻苦训练，团队精
神，拼搏精神，永不言败等。在这些方面，她们应该是
典范。同时，他表示，“当然，有些其他比赛项目，或
者某一个环节有一些失利，希望公众对运动员多
一些理解和包容。”

公益助学

奥运首金

女排是我们的榜样 值得大家学习女排精神

少先队员为许海峰系上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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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这座古建筑始建于1311年

花林寺位于四川省盐亭县东
北约35公里的富驿镇火星村。2011
年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
究所对花林小学内的花林寺大殿先
后进行多次调查。古建研究所馆员
赵元祥介绍，最初他们注意到，大殿
前檐采用“减柱造”做法，将三间合
为一间，用一根通长11米多的大额
承托斗栱，“带有早期建筑特征。”

不过，当时大殿作为教室使用，
“上部梁架被吊顶完全遮挡，无法深
入调查。”于是，在2012年维修施工期
间，再次前去调查。那次调查中，通过
建筑考古学方法分辨出建筑始建时
期和后期改动的构件，并对各类木构
件取样进行碳十四测年，测定始建期
木材距今约700多年，后期改动木材
则分散在多个时间段，同时还发现了
多个时代的墨书题记。

201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
建研究所又用红外摄影技术重新拍
摄题记，使原先因木材变色而难以辨
认的墨迹清晰显现，发现了大元辛
亥年题记，“确认了大殿创建的具体
年代为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

因大殿内有“大明万历”题

记，此前文物部门一直将其登记
为明代建筑。这次的调查结论，认
定花林寺大殿创建于元至大四年
（公元1311年），“比过去认为的建
造年代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
年）提早了近300年。”

惊喜
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代木结构建筑在四川显得
尤为珍贵。”赵元祥告诉记者，四川
现存的元代木结构建筑，仅有大约
10处，“这和历史上遭受战火有
关。”而这些元代的木结构古建筑
主要集中在阆中县、南部县以及
剑阁县的交界处，“当时这些地方
位置偏僻，受到军事政治的影响
比较小。”

今年10月7日，国务院核定公
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盐亭花林寺大殿名列其中，并
将年代更正为元代。

此外，利用此次考察中运用的
方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
究所新确认了省内20余处古建筑
的建造年代，修正了不少以往的错
误认识。据悉，这些成果将于今年
11月在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
与修复博览会”上展示。

罕见
延续700年的四川家族

在盐亭县花林寺大殿中，发现
的20多条墨书题记，不仅能用来判
断建筑年代，还透露出与建筑相关
的人和事。

根据题记内容，花林寺大殿是
李昌祖和蒲氏夫妇一家为送儿子
李德荣出家而兴建，自元代起，由
李、蒲两家世代捐修（之后有新出
现的“刘”姓），是他们家族的香火
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赵
元祥解释，在元代，民户赋税繁重，
而佛道寺观则可享受优惠政策，因
此许多家族将土地寄进寺观，但仍
掌握土地收入，以此减轻经济负
担，让自家子弟出家更是便于掌控
土地，避免家族与僧道发生争执。

赵元祥记得，调查中他们曾经
问过当地人，“当地至今仍以李、蒲
以及刘姓为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古建研究所还调查过建于元代的
南部醴峰观何家香火庙、蓬溪金仙
寺令狐家香火庙、阆中永安寺鲜于
家香火庙，但这些家族早已不知所
踪，“唯独花林寺的李、蒲两家在当
地繁衍至今，这在经历了多次大规
模战乱和移民的四川实属罕见。”

赵元祥介绍，花林寺大殿的形
体，已经得到修缮保护，并通过三
维扫描、全景摄影、测绘图等方式
记录保存下来。

在他看来，建筑的精神内涵也
在潜移默化中传承。赵元祥表示，
花林寺大殿营建的本意，正如题记
中族人的祈愿——“惟冀门业兴
隆，子孙昌盛”，古人通过拜佛求神、
躲避赋税求得家族兴旺。1952年，花
林寺改为小学。时至今日，仍有李、蒲
家族后人在花林小学读书。他们还在
学校里面专门找来李、蒲、刘姓的小
朋友合影。“希望孩子们知道，祖先对
后人的关怀和期望，就书写在头顶的
那根房梁上。”

2011年第一次去调查，赵元祥
印象里，大殿还被当做教室，之后
慢慢减少了使用，最近一次他去那
里是2018年上半年，“看得出来，很
少用了，桌子上都积了层灰。”记者
也从当地文管部门了解到，作为学
校的一部分，目前大殿已经空置出
来，并且用电设施均已撤除。

在赵元祥看来，这样的古建筑
可以适当使用，“在使用中发现问
题，及时处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胡挺 图据受访者

被“红外眼”看穿年龄
这座古寺“老”了近300岁

这座元代木结构建筑于今年10月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碳十四测年加上红外摄影技
术，原先被认为是明代建筑的盐亭县
花林寺大殿，又长了近300岁，成为四
川为数不多的元代木结构建筑之一，
并于今年10月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红外眼”发现的木材上的题记
中，考古人员注意到，李、蒲两姓已繁
衍生息700余年，至今当地仍以李、蒲
等姓人家为主——这在经历了多次
大规模战乱和移民的四川实属罕见。

700多年后，原来的庙子也成了
小学校的一部分，李、蒲姓氏的后代
在里面上学。考古人员感慨：“希望
孩子们知道，700年前祖先对后人的
关怀和期望，就书写在头顶的那根
房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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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林寺大殿梁架 部分时期题记的红外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