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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8日，东京奥运会火炬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熄灭。中国体育代
表团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
数和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金牌数追平2012年伦敦奥运
会时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中国体育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表示，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圆满完成了参赛任务，实现了参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目
标，拿到了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

至此，奥林匹克再次进入北京时间，北京冬奥欢迎您！
大国之团、文明之师展良好形象
发言人指出，在本届奥运会上，和成绩一样让人可喜的是中国

体育健儿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践行“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展示出大国大团、文明之师的良好形
象，并体现出中国青年一代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风貌。

中国运动员坦然对待胜负，与各代表团运动员在场上是对
手，场下是朋友，用实际行动诠释奥林匹克精神。他们爱国拼搏、
挑战自我，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老将勇于拼搏、年
轻选手不畏强手，展示出了祖国至上的情怀、顽强拼搏的决心和
为梦想坚持、保持自律的可贵品质。发言人指出。

发言人认为：“社交网络的兴起让运动员更加善于表达情感，
张扬个性，向全国乃至全球观众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自信、
开放、率真、亲和的一面，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赛前，中国体育代表团提出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的目标，并
在奥运会期间建立健全覆盖参赛全过程的反兴奋剂工作机制。
截至8月6日，中国运动员共接受226例兴奋剂检查，均未出现异
常情况。

面对海外作战防控疫情的复杂形势，中国体育代表团提前谋
划、精心准备，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尽最大努力实现

“零感染”，确保参赛队伍健康，未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或被组委会
确定为密接的情况。

成绩显著 短板弱项明显
发言人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成绩显著，传统优

势项目稳中有升，基础大项进步明显，水上项目表现突出，夺金项
目覆盖面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厚度增加，老将新人均有优异表现。

传统优势项目共获得28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74%。举重
与跳水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虽未包揽全部金牌，但男
单、女单包揽冠亚军，男团、女团均强势夺金。射击获得4金1银
6铜，金牌数达到境外参赛最高水平，奖牌数创历史新高。体操3
金3银2铜打了翻身仗，女子蹦床首次包揽奥运会冠亚军。

在基础大项上，游泳项目获得3金2银1铜，获金牌人数创历
史之最。田径项目多点开花，铅球、标枪实现田赛项目奥运金牌

“零”的突破。
水上项目中，赛艇获得境外参赛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和男子

项目的第一枚奥运会奖牌，皮划艇1金2银创历史最好成绩，男
子帆船获首枚奥运奖牌。

此外，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打破世界纪录并成功卫冕，女子
重剑获得个人项目首枚奥运金牌，女子篮球小组赛3战3胜提前
出线，女子橄榄球首次进入奥运会并成功闯入八强。

田径、游泳、跳水、举重、体操、蹦床、射击、乒乓球、羽毛球、赛
艇、皮划艇、帆船帆板、自行车、击剑14个项目获得金牌，夺金项
目达到境外最多。

38枚金牌中，2人以上团体项目12个，占32%。获得金牌运
动员52人，为境外参赛夺金人数最多，仅次于北京奥运会的60
人。获得前8名158个，创境外参赛历史最高。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打破4项世界纪录，创造21项奥运会纪
录。10个小项包揽冠亚军，11个小项成功卫冕。

此外，巩立姣、吕小军、马龙、庞伟、施廷懋、王涵等老将发挥出
色，杨倩、张常鸿、全红婵、陈芋汐等多名“00后”开始挑起大梁。

发言人说，虽然奥运成绩符合预期目标，但还存在着一些明
显短板和弱项，项目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基础项目
与美国等体育强国整体上仍有较大差距，传统优势项目挑战依旧
严峻，部分项目未发挥应有水平，直接交手对抗类项目还有差距，
部分项目后备人才断档，这些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据悉，在东京奥运会备战周期，国家体育总局积极推广使用
国内外最新科研仪器设备，将大数据、传感器、视频分析、3D打
印、风洞实验、电子系统模拟比赛等新技术逐步融入训练实践过
程，并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单位选拔专业人员，组建国家队复合型
团队，有效提升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整体竞争力。

以目标为导向启动新周期备战
“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仍在东京

奥运赛场上展示出了卓越的运动成就，在公平竞争中互相尊重、互相激励，生动诠
释了体育让世界情同与共。”发言人说。

本届奥运会，获得奥运会金牌、奖牌的代表团数量相比往届保持相对稳定。
获5枚和10枚以上金牌的代表团，与前几届奥运会相比，未发生大的变化。

美、中、日、英、俄、澳等代表团仍然稳定地保持在金牌榜前列。日本、澳大利
亚、荷兰、意大利等代表团所获金牌数明显增多，体现了各国家（地区）都在结合自
身实际，争取更好的奥运会参赛成绩。

此外，个别项目的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比如柔道15个小项中，日本获得9
块金牌，其在该项目的竞争优势更为突出；跆拳道8个小项金牌分别被7个代表团
获得，韩国首次未获得跆拳道项目奥运冠军，项目竞争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男、女
20公里竞走冠军均被意大利运动员夺得，竞走项目的竞争优势由亚洲移至欧洲。

发言人认为，虽然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不错的参赛成绩，但要
清醒认识到，世界竞技体育的竞争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竞争依然异常激烈。需
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组织管理、科技助力、基础体能、国家队管理、服
务保障等方面下功夫，持续做好今后的奥运备战工作。

“受到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影响，巴黎奥运周期将会缩短到3年，可以说时间非
常紧迫。”发言人说，要在分析东京奥运会反映出的各项目整体竞争格局的基础
上，以目标为导向启动新周期的选拔组队工作，2022年的亚运会将是对选拔组队
工作成效的第一次检验考核。

发言人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要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奥
运备战，让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延续下去。也向大家发出真挚邀请，共同见证不
久之后的北京冬奥盛事。

（执笔记者 谭畅 参与记者 吴书光 周欣 周畅 周万鹏）
（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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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王沁鸥
王子江 丁文娴

8月 8日晚，雨后东京湾的天幕上
出现了“双彩虹”，新国立竞技场一片欢
腾。

16天前，在这里，全球见证了奥林
匹克五环旗的缓缓升起。

过去 16天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
感召下，上万名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拼
搏、交流，情同与共，共同创造新的历
史。

如今，熊熊燃烧的圣火熄灭了，但
人类对于友谊、团结、和平、进取的追求
不会停止。

180天后，奥林匹克的旗帜将来到
北京。地球村民会再次相聚五环旗下，
续写奥运辉煌。

一届关于突破、传奇的奥运会
8月 7日，海之森水上竞技场。一

艘白色小艇在东京的滂沱大雨中划破
水面，冲出艇群，如箭一般率先向终点
驶去。

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勇夺皮划
艇静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这是
中国皮划艇女队历史上首枚奥运金牌。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
上获得的第38枚金牌，中国军团在金
牌数上追平境外参赛最好战绩。

在东京，中国代表团成绩全面超越
里约，以38金32银18铜排在金牌榜和
奖牌榜次席，金牌数仅比美国少一枚。

在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均获
得46金的美国，在东京不再一骑绝尘。

7月28日，20岁的澳大利亚游泳选
手蒂特马斯第二次击败美国自由泳女
王莱德茨基，从卫冕冠军手中连续抢走
女子400米和200米自由泳冠军。

蒂特马斯是澳大利亚在泳池中崛
起的缩影，他们在东京拿到了9枚游泳
金牌，比里约多了6枚，直逼美国队的
11金——上届奥运会美国人在游泳项
目拿到了惊人的16金。

美国在田径赛场的统治力也在下
降——在东京他们拿到7金，比里约少
了6金。

两大基础项目虽然有所退步，但美
国队整体实力依然是最强大的，在奖牌
榜上他们豪取113枚奖牌，比中国队多
出25枚。而且他们还拿到了男女篮球
和女排的金牌，女足获得铜牌。

东道主日本队凭借主场之利取得
了历史突破，他们以27金14银17铜排
在第三位，金牌数、奖牌数都创下历史
新高。

创下历史的不止“头部”梯队。意
大利、荷兰、巴西、新西兰、土耳其和中
国台北代表团均创造了单届参赛获奖
牌数的新高。

菲律宾、卡塔尔和百慕大获得了他
们历史首枚奥运金牌；仅3万多人口的
欧洲国家圣马力诺收获1银2铜，成为
奥林匹克大家庭中人口最少的获得奖
牌国家（地区）。

在东京，共有 65个代表团获得金
牌，93个代表团获得奖牌。

过去16天里，有18项世界纪录被
打破。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至少就有一
项关于人类身体的极限被突破。

奥运会从来不缺少传奇。
“妈妈选手”菲利克斯超越卡尔·刘

易斯，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奥运奖牌最
多（11枚）的田径运动员；

年过五十的德国六届奥运老将韦
尔特风采依旧，再度在马术盛装舞步项
目上摘金；

中国选手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半决
赛中跑出9秒83，排名第一晋级决赛，
大幅刷新亚洲纪录；

荷兰运动员哈桑成为首位在田径
女子1500米、5000米和10000米中均
获得奖牌的选手……

奥运会也向来是一鸣惊人的大舞
台。

2018年才转到百米项目的意大利
选手雅各布，以 9秒 80笑傲男子百米

“飞人大战”；
没有教练、队友、队医的奥地利女

将基森霍夫化身“孤胆英雄”，为国家赢
得首枚公路自行车奥运金牌；

14岁的中国姑娘全红婵出道即巅
峰，以奥运会历史最高分获得女子10
米跳台冠军；

未满13岁的日本女孩开心那在新
增项目滑板女子碗池比赛中展现出世
界级水准，拿下一枚银牌……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运动员
为本届赛事注入了灵魂。”

6月 23 日，在国际奥林匹克日当
天，国际奥委会发起主题为“在一起更
强大”的活动，向全世界展现运动员持
续备战奥运的故事，希望以此来为正处
于艰难时刻的世界带来希望、团结和激
励。

一个多月后的今天，运动员们用自
己的坚持、努力、拼搏、乐观向世界证
明，奥林匹克运动的确是黑暗隧道尽头
的那束光！

一届关于希望、和平的奥运会
8月8日，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花

朵形状的主火炬台慢慢闭合，再度化为
一个球形，奥运圣火缓缓熄灭。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这是一
届关于希望、团结、和平的奥运会。”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关于东
京奥运会是否该、是否能举办的疑问就
不绝于耳。如今，一切疑问已烟消云
散。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日发文说：
“这一次，我们真的需要它。这届奥运
会对饱受疫情冲击的人来说是一剂镇
痛药。”

而《日经新闻》在奥运会开幕后发
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希望奥运会举
行的民众比例竟接近70%。

一名居住在铁人三项赛场附近高
层住宅的日本居民说：“如果你看到运
动员从你眼前跑过，你肯定会情不自禁
给他们加油。直到开幕前，我都对奥运
会持怀疑态度，但比赛开始后，我开始
意识到，这是一件好事。”

成如容易却艰辛。
时光倒流至2020年3月24日，国际

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宣布
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推迟一年举行。

这块“世界上最复杂的拼图”在即
将完成时要“回炉”设计，场馆和基础设
施、媒体运行、住宿、抵离、交通、注册等
奥运筹办业务，都要重新来过。

“OCHA”，一款日本政府安排37.5
亿日元预算，专门为东京奥运会开发的
疫情防控应用软件，让世界看到了东京
的决心。

所有奥运相关人员都要在入境前
下载这一软件，从入境手续办理到境内
健康申报，构建着举办一届“安全、安
心”奥运会的基础。

更多细节体现在《防疫手册》之
中。今年2月至6月，东京奥组委先后
发布、修订了三版《防疫手册》，旨在为所
有奥运会相关人士提供“行为准则”。国
际奥委会独立专家组主席布赖恩·麦克
洛斯基说：“我们已经证明，基本的抗疫

措施和良好的检测机制使得举办一场
‘安全可靠的’奥运会成为可能。”

所有的防疫手段，构成一个无形的
“泡泡”。自7月1日以来，奥运会相关
人员阳性病例约400人，其中运动员不
足10%。东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几乎
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数字：奥运区域新
冠筛查的阳性检出率为 0.02%——这
和东京都进入七八月以来阳性病例屡
创新高形成鲜明对比。

距东京奥运会开幕不到半个月，国
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又被迫做出了
一个艰难的决定：东京地区、北海道和
福岛县的所有比赛将空场举行。

对日本来说，这意味着门票收入打
水漂、服务业收入锐减；对运动员来说
也是全新挑战，不止一项研究证明，无
论在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观众激励
都有利于运动员竞技状态的提升。

但另一方面，“空场”保证了“泡泡”
的相对独立性，夯实安全基础。

主办方、各路媒体通过数字化手
段，让万千观众看到了更多赛场内外的
细节。

7月25日，没有观众的东京有明体
操馆内爆发出如雷掌声，所有裁判、志
愿者、工作人员、媒体人员起立、鼓掌，
向46岁的丘索维金娜致以最高敬意；

美国名将克劳瑟卫冕男子铅球后，第
一时间在赛场上和家人通过官方连线视
频，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的幸福互动——这
不是克劳瑟的专属福利，每个赛场都有
这样的安排。

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发文称，这
次奥运的触及人数很可能是破纪录的，
它的一个奇特反差是：在东京的现场冷
冷清清，但在全世界，追看者数以十亿
计，所达到的平民化高度，更是史无前
例。

为东京奥运会默默付出的还有七
万多名志愿者，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没有
看过一场比赛，但他们都是最美的“逆
行者”。

正如日本志愿者中村女士说：“我
希望，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日本人民
还能用温暖的心去欢迎来自全世界的
朋友。”

一届关于团结、友谊的奥运会
2021年7月2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

前三天，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表决
通过，将“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

过去 16天里，全世界见证了在五
环旗下，“更团结”如何从格言走向现
实。

8月 1日晚，男子跳高决赛出现罕
见一幕，卡塔尔选手巴希姆和意大利选
手坦贝里分享了冠军。

当时，两人成绩相同，但在挑战 2
米39的高度时都未能成功。裁判员上
前询问如何加赛决胜负时，巴希姆问：

“可以有两块金牌吗？”裁判员给出肯定
答复。

两名运动员随即拥抱在一起，喜极
而泣。

在比赛中已结下十多年友谊的他
们，为了站在这块场地上，克服了伤病
和奥运延期等种种困难。

这一刻，他们不再需要加赛，分享
成功是最好的选项。

巴赫曾说：“取消奥运会从未成为
我们的选项，国际奥委会不会抛弃运动
员。”

带着“更团结”的信念，全世界在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第一次汇聚在五
环旗下。

超越国别、肤色、性别、年龄、语言
等一切用以区分人群的界限，奥运会将

运动员、将全世界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网站

6日报道说，东京奥运会让中美运动员
展示了友谊，热情洋溢的庆祝和两国体
操队之间的温情交流迅速在网上走红。

在3日的平衡木决赛中，16岁的中
国选手管晨辰获得冠军，她的偶像、美
国名将拜尔斯获得铜牌。结果揭晓，拜
尔斯笑容满面地拥抱了管晨辰，她的队
友、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
冠军苏妮沙·李还在网上转发了一段管
晨辰平衡木下法的视频，说“我（非常）
喜欢她”。

中国奥委会也发推回应说：“我们
也有同感！就是这个意思。”并附上了
一个爱心符号和一张四名中美运动员
在庆祝的照片。

在东京，这样的拥抱与鼓励在每个
赛场上演着。

12岁的叙利亚选手扎扎是东京奥
运会年龄最小的参赛者，她在战火中坚
持训练的故事赢得了所有对手尊重，她
和中国奥委会都期待着她能来中国训
练；

在泳池边见到因白血病差点告别
泳池的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中国选手
张雨霏特意送上拥抱；

15岁的日本选手冈本碧优在滑板
女子碗池决赛中出现失误而哭泣，其他
选手将她托举起来，送上安慰和鼓励；

中国选手何冰娇在对手受伤退赛
后为对手流下热泪：“如果可以的话，我
想好好跟她拼完这场球。”

印度尼西亚老将波莉在羽毛球女
双夺冠后跪地痛哭，输掉比赛的中国组
合上前安慰：“别哭了，你赢了！ 你赢
了比赛，不要哭，你要开心啊。”

……
运动员赛场上的惺惺相惜，也感染

着参与这场盛会的每一个人，将友善之
手伸向彼此。

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决赛中，巴
西选手奎罗斯夺冠，中国选手刘浩向他
表示祝贺，看台上，并肩奋战多日的中
国和巴西记者也彼此祝贺；

羽毛球男单赛场，丹麦选手安赛龙
战胜中国选手夺冠后，中国球迷在社交
网络上也为他送上了真诚祝福：“这么
多年来，你是中国最好的对手，也是中
国最好的朋友！”

日本志愿者热海周太在家门口感
受到了相聚的力量。他说，男子体操团
体决赛那晚，他们和俄罗斯人、中国人
一起在场边看比赛，“大家为彼此的队
伍加油打气以及称赞对手的表现，让我
感受到了奥林匹克精神：卓越、尊重和
友谊”。

志愿者中村则说：“经济上受益？
很难讲。但当奥运会开始后，日本人民
在电视上看过比赛，一定会感受到一些
东西，一些关于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人们
聚在一起才有的东西。那会是日本真
正能得到的遗产。”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奥
运会的意义是让全世界相聚在一起，这
是体育团结一切的力量。

虽然东京奥运会圣火已经熄灭，但
奥林匹克的旗帜将在180天后再度回
到亚洲，来到北京。

13年前的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
开幕的日子。

13年后的8月8日，距离北京冬奥
会开幕180天，奥林匹克运动步入“北
京时间”。

北京将以更团结的姿态张开双臂，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
量。 （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同聚五环旗下，共创奥运辉煌
——东京奥运会综述

8月5日，中国选手全红婵（右）与陈芋汐在颁奖仪式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务院
港澳办发言人9日发表谈话表示，在刚
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香港代
表团的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取得1金、
2银、3铜的优异成绩，创造了多个历
史上的第一，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发言人表示，香港体育健儿在赛场
上的卓越表现，生动诠释了“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展现了香港年轻一代追寻梦想、积极向
上的飒爽英姿，书写了“青春由磨砺而
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的灿烂篇章，
让香港社会倍感振奋，让全国人民倍感
骄傲，也为香港由乱转治重回正轨、齐
心协力再创辉煌增添了强大正能量。

发言人指出，香港体育健儿取得
的佳绩再次彰显了香港特区政府和社
会各界长期重视发展体育事业的成

效。香港在2008年成功协办北京奥
运会马术比赛项目，2009年成功主办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香港运动员在奥
运会、世锦赛、亚锦赛等国际赛场多个
项目中夺得奖牌。此次香港体育健儿
在东京奥运会上实现重大突破，必将
进一步促进香港体育事业的发展。

发言人强调，中央政府一直关心
和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体育事业发
展，内地和香港在多个项目的运动员
培养、训练和竞技水平提高等方面不
断加深交流合作。东京奥运会女子乒
乓球团体比赛颁奖礼上五星红旗与紫
荆花旗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同
时冉冉升起，是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
共享荣光的历史必然的又一生动写
照。我们期待并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这
样的高光时刻！

国务院港澳办：热烈祝贺香港体育健儿
在东京奥运会创造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