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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賽場，許多比賽失利的中國選手流下苦
澀的淚水。中國體操選手眭祿在女子平衡木決賽
中，看到隊友鄧琳琳的分數超過自己時淚水橫飛
；秦凱獲得男子三米跳板銀牌時，同樣淚如雨下
，在隊友的攙扶下離開賽場。在中國，奧運金牌
和銀牌究竟有多大的差距？一枚奧運金牌又承載
着多少 「附加值」？

一枚奧運金牌代表着至高無上的榮譽。在中
國，一枚奧運金牌同時還有着巨大的附加值。每
屆奧運會，上至國家下至地方都要給金牌運動員
一定的金錢獎勵，國家獎勵的數字已從1984年洛
杉磯奧運會的9000元人民幣，升至倫敦奧運會的
50萬元人民幣。金牌運動員所屬的省市，也會獎
勵冠軍 20 萬至 100 萬。例如，重慶市政府宣布獎
勵羽毛球女單冠軍李雪芮70萬人民幣。與金錢獎

勵相伴隨的還有住房獎勵、運動員退役後的職務
安排、繼續教育機會等等。雖然奧運會銀牌、銅
牌得主也能得到一定的獎賞，但在仍處於 「金牌
戰略」中的中國，銀牌與金牌所獲得的收益相比
相差甚遠。

銀牌與金牌收益相差遠
其實，奧運金牌選手獲得金錢獎勵本無可厚

非。雖然這有悖於奧運會遠離金錢的辦賽初衷，
但卻能很好地激勵運動員，也是對運動員為國爭
光的一種回報。俄羅斯、日本等國也都對奧運冠
軍進行重獎，只是他們的獎勵局限於對運動員奧
運會表現的嘉獎，不像中國將奧運奪冠當成運動
員未來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近幾年來，已有多名退役奧運冠軍被安排各

類官職引發各界爭議。奧運冠軍代表着一名運動
員有着出色的競技水平，但並不代表他擁有高人
一籌的執政水平，為何不在授予官職時一視同仁
地對待所有運動員？奧運金牌和銀牌的差距還體
現在諸多方面，例如回國機位的安排，冠軍選手普
遍就坐頭等艙，而銀牌、銅牌以及未獲得獎牌的隊
員就坐經濟艙；走出機場的順序也有規定，必須讓
金牌選手走在前面，成績越差的選手越往後排。

倫敦奧運會冠軍焦劉洋，在北京奧運會奪得
銀牌後本十分高興，結果在參加國家體育總局組
織的一個名家題字書畫活動時，本以為自己也可
以像奧運冠軍一樣得到一幅畫，結果組織者告訴
她畫只屬於冠軍，亞軍沒有資格。如此讓人啼笑
皆非的冠亞軍差距，讓我們反思在給予奧運冠軍
太多非理性的 「附加值」的同時，是否忽視了對

所有參賽隊員起碼的尊重。

包袱沉重易致心態失衡
也許正是有了如此之大的金牌 「附加值」，

很多中國運動員在比賽中背負了沉重的包袱，產
生太多不必要的想法。雅典奧運會冠軍朱啟南，
在北京奧運會失利後曾對比自己兩屆奧運會不同
的心態。首次參賽的他沒有太多包袱，而當他獲
得冠軍後才知道奧運冠軍能夠給他帶來巨大的附
加值，而這些附加值的誘惑已遠遠超過比賽心理
控制的範圍，結果在京奧比賽中沒能發揮出自己
的正常水平。像朱啟南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非
理性的奧運 「附加值」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束縛運
動員的手腳，導致隊員因心態失衡而發揮失常。

倫敦奧運會主題為 「激勵一代人」，而奧運
冠軍對下一代的激勵作用，在於其不畏強手的拚
搏和戰勝困難的勇氣，遠非金牌之外的附加值。
因此，我們未嘗不可在給予奧運金牌選手一定的
經濟獎賞同時，用掌聲和歡呼聲給予所有健兒更
多的尊重和敬意，而不是用不斷增加的金牌附加
值來玷污純潔的奧林匹克精神。

【本報訊】中通社
香港十日消息︰曾經，
中華台北跆拳道選手成
績不凡，陳詩欣、朱木

炎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雙雙奪金，中華台
北參賽奧運會多年以來的 「唯二」金牌全
部來自跆拳道項目。今夏倫敦奧運派出曾
櫟騁、楊淑君、魏辰洋三位好手，一度被
寄望可以再添金奪銀，最終卻只有曾櫟騁
在9日（倫敦時間）奪下女子57公斤級的
銅牌，楊、魏早前雙雙八強出局，大熱倒
灶。

跆拳道隊10日成為島內媒體焦點，批
評隊員在技巧、心理素質各方面的聲音此
起彼落，認為台灣應仿效大陸，緊跟國際
潮流發展，科學訓練選手等方法，才可能
跟上跆拳道運動的發展新趨勢，否則將不
進則退。

曾為台灣在奧運拿下一銀一銅的前跆
拳道好手，現任國民黨 「立委」黃志雄認
為，未來台灣的跆拳道發展應隨國際賽制
與時俱進，快速變化戰術，並加強選手危
機處理能力及心理壓力控管，才能在關鍵
比賽取得勝利。

黃志雄認為，楊淑君與魏辰洋敗在心
理壓力較大，危機處理能力不夠，未能及
時穩住陣腳，非常可惜。

被台灣民眾視為最有希望奪金的楊淑
君，卻在49公斤女子比賽中八強出局，該
項目的金牌落在大陸好手吳靜鈺手上。
《中國時報》10日指出，楊淑君賽前奪金

呼聲僅次於吳靜鈺，最終在第二場賽事就
慘敗在泰國選手宋壟漢腳下，止步八強，
就是敗在戰術落後。

中央社10日引述吳靜鈺的啟蒙教練王
志杰的話，認為吳靜鈺雖已在2008年北京
奧運奪冠，但她還能保持一顆戰鬥的心，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保持 「每天四練」
的艱苦生活，再加上比賽前的心態調整，
終於再登高峰。認為台灣的跆拳道運動員
及教練，應該好好學習吳靜鈺的刻苦與平
和心態，才能不斷提升自己，發揮自己，這
樣台灣的跆拳道運動才有機會重放光彩。

【本報訊】中
新社倫敦十日消息
︰倫敦奧運會閉幕
前一天，將迎來產

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在當天產生的32
枚金牌中，中國軍團有望在跳水、競
走、拳擊項目中獲得金牌。

31歲的中國名將鄒市明將在男子
49公斤級拳擊決賽中力爭摘金，他的
決賽對手是泰國拳手龐普里亞楊，他
力爭為中國拳擊取得唯一一枚倫敦奧
運金牌。男子十米跳台跳水是中國
「夢之隊」最 「懸」的一金，北京奧

運會上中國跳水隊唯一丟掉的，正是

這枚金牌。中國隊派出世錦賽冠軍邱
波和上屆雙人跳台冠軍林躍力爭這枚
金牌，他們面對的對手包括英國本土
名將戴利和澳洲名將馬修．米查姆。

中國男子跆拳道的倫敦奧運 「獨
苗」劉哮波，將參加男子87公斤以上
級爭奪。儘管與世界一流高手還存在
差距，但依然有實力為中國男子跆拳
道爭取獎牌「零的突破」。中國選手曹
忠榮、王冠將聯手參加現代五項男子
組比賽。在這個項目中，俄羅斯選手
實力超群，有望實現奧運四連冠。

在田徑項目，大邱世錦賽亞軍劉
虹將攜手切陽什姐（藏族選手）、呂

秀芝參與女子20公里競走爭奪。 「攔
路虎」是衛冕冠軍俄羅斯名將卡尼斯
金娜，她就是在大邱世錦賽中曾擊敗
劉虹。男子50公里競走項目，中國名
將司天峰（大邱世錦賽第四名）將攜
手李建波、趙建國衝擊獎牌。

「倫敦碗」當晚最大的看點，無
疑是男子4×100米接力。保特率領的
牙買加軍團實力出眾， 「閃電」非常
有望在倫敦奧運再度加冕 「三冠王」
。不過，擁有基連、蓋伊的美國軍團
同樣實力強勁，屆時會給牙買加隊構
成不小的威脅。

美巴女排再巔峰對決
坐擁五個世界杯冠軍的巴西男足

，竟然從未獲得過奧運男足冠軍。不
過，他們有望在當天改寫這一尷尬歷
史。在英國久負盛名的溫布萊球場，
將見證巴西與墨西哥爭金牌。

此外，球類項目當天還將誕生女
排、女籃、男子曲棍球和女子手球 4
枚金牌。女排決賽將是北京奧運會的
重現，美國隊與巴西隊將再演一場
「巔峰對決」。而亞洲 「雙子星」日

本隊、韓國隊將進行銅牌爭奪戰。
女籃決賽將在美國隊與法國隊之

間展開。首次進入奧運決賽的法國隊
，恐怕很難阻止美國女籃實現奧運
「五連冠」。

男子曲棍球決賽將在衛冕冠軍德
國隊和荷蘭隊之間展開。女子手球冠
軍將在黑山隊和挪威隊之間誕生。

理智看待奧運金牌附加值
本報特約記者 史玄之

項目

跆拳道

拳擊

田徑

男子80公斤級或以上

男子蠅量級（49公斤）決賽

男子50公里競走

女子20公里競走

運動員

劉哮波

鄒市明

司天峰／李建波／趙建國

劉虹／切陽什姐／呂秀芝

比賽時間

晚上6時45分

明天凌晨3時30分

下午4時

明天凌晨0時

中國隊今天焦點賽程

鄒市明拳擊力爭奪金

跆拳三傑僅獲一銅
台媒：該向大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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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皓（穿中國隊服者）回國▼王皓（穿中國隊服者）回國
，獲粉絲熱烈歡迎，獲粉絲熱烈歡迎 新華社新華社

▲劉國梁（右）在機場向球迷揮手致意 新華社

▲丁寧（中）為球迷簽名 新華社

▲女排隊員王一梅（右）在機場 中新社

▲鄒市明（右）晉級決賽 新華社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日消息︰在
倫敦奧運會上包攬4枚金牌的中國乒乓球
隊10日乘機返抵北京，連獲三屆奧運會
男子單打亞軍的王皓依然受到球迷朋友熱
情的追捧。乒乓球隊總教練劉國梁表示王
皓暫時不會退役，是否能參加四年後的里
約奧運會， 「要看他當時的發揮」 。

連日來，首都國際機場每到中午便會
迎來許多體育迷，他們手捧鮮花、照片、
禮物，拉起橫幅，迎接陸續回國的奧運健
兒。大約13點40分，乒乓球隊和女排隊員
相繼從國際到達通道走出。

「我們完成了任務，」劉國梁走在隊
伍的最前面，迅速被體育迷和媒體包圍，
「我對隊員的表現非常滿意，每個運動員都
帶着至少一塊金牌回來，這是我們最大的
驕傲。這次比賽，隊員都沒有留下遺憾。」

第三次出征奧運的王皓，一個如銅牆
鐵壁般屢次將外國對手擋在決賽的大門外
，最後卻在決賽中負於隊友，是否也沒有
了遺憾？在機場，他收穫了粉絲們真摯的

祝福， 「被你的
氣度所征服」，
「你的價值在於

你的無與倫比」， 「王皓，加油！」

劉國梁對攬四金感驕傲
劉國梁之前也表示， 「王皓暫時不會

退役。但是從奧運的角度來說，四年以後
，隨着他的年齡，他的狀態的改變，就要
看他當時的發揮了。」新科冠軍張繼科、
李曉霞都沒有隨隊回國，而是留下參加奧
運會閉幕式了。倫敦，無疑是年輕小將們
嶄露鋒芒的舞台。

人群中，記者看到了胸前掛着金牌的
丁寧，她在女單的決賽中質疑裁判判罰，
含淚打完比賽，錯失金牌。而今，她表現
得平靜而自信， 「團體金牌和個人金牌不
能相提並論，單打代表我個人，團體是代
表我們整個團隊，整個中國乒乓球隊！」

女排同機回國球迷鼓勵
不同於乒乓球隊的 「喜氣洋洋」，同

機抵達的中國女排則表現相對低調。由於
未能取得理想成績，女排姑娘們並沒有太
多表示。不過，熱情的球迷還是給予她們
足夠的寬容，甚至有人在現場高聲唱起
《陽光總在風雨後》。一位 70 多歲的老球
迷說： 「她們還年輕，以後還有機會。」
而對於此次女排姑娘們的表現，主教練俞
覺敏也表示了肯定： 「從精神狀態到技術
水平，都表現得很不錯。」

8強賽負於日本，俞覺敏則坦言： 「遺
憾是淘汰賽可能還是有一些壓力，而且沒
有把我們最好的水平發揮出來。」

他告訴記者，接下來中國女排就將迎
來自亞洲杯賽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