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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一刀

在宁泽涛以第 14 名的成绩

勉强跻身男子 100米自由泳半决

赛时，我还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

能赶紧走出低迷，而且我还“软磨

硬泡”等了几个小时队找了几张

决赛的门票，希望能再次看到奇

迹发生，结果奇迹早早地就被悲

剧代替。

其实，宁泽涛是不应该出现

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因为他和

主管单位的矛盾没有丝毫的化

解：单位没有认为老章程已经过

时，更没承认他接私活儿是正确

的，他也没彻底认错，更没按规

定上缴那份巨额的“份子钱”。至

于那份检查，应该可以看做是给

领导个台阶和面子，绝不意味着

此事就此春风化雨，云开雾散

了。还是更高层的领导看得远，

他们从大局出发，也不愿意“冒天

下之大不韪”，担负那个“不缴钱

就不让参赛”的恶名，从而放了他

一马，要不然他这会儿应该在家

看电视呢。

但宁泽涛现在的状态又确实

和去年喀山世锦赛时天差地别。

且不说他去年底曾经以三周不下

水训练甚至提出退役来进行抗

争，也不说他在澳洲训练时被外

籍教练的大运动量练得直吐而成

绩徘徊不前，就说奥运会前半个多

月包括孙杨在内的很多主力都去

美国进行适应性训练而单独把他

留在北京，就可以知道他的首次奥

运会之行基本上是凶多吉少了。

再看看他现在甚至远不如4月份全

国锦标赛的成绩，不就什么都明白

了吗？

宁泽涛的遭遇实在是非典型

性悲剧，但又有鲜明的时代烙

印。明明可以靠脸儿吃饭的小鲜

肉，却又如此天赋异禀。这不能

不让他有点想法。从小在体工队

大院长大的他，最终没能抵御住

天价的诱惑，接了“私活儿”。偏

偏主管中心又如此较真。尽管各

中心都不缺钱，但钱多了又不会

咬手，谁和钱有仇啊。于是一方

咬定我挣的就是我的，另一方认

为你是公家培养的，你的就是公

家的，就此僵持不下，损失的一方

面是宁泽涛的内力，一方面是体

育的公信力。

我相信，尽管有分歧，但双输

的结果绝对不是双方想得到的，结

果争来争去争了个“透心凉”。从

年龄上看，今年才23岁的宁泽涛还

有东山再起的日子，但身价已不菲

的他还有心劲儿终日浸泡在水中，

单调地游来游去吗？也不知道主

管部门会不会以此为戒，在民主和

法制的基础上，协调好公与私、权

与利的关系，如能坏事变好，也没

有白输这一场。用几句打油诗来

说就是：“为了名利争斗忙，各让

一步又何妨？如今丢人打家伙，

弄啥都比弄这强。”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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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孟向东

奥运会的马术三日赛北京时
间8月10日结束，法国队和德国
选手分别获得团体和个人金牌，
但最大的赢家无疑于中国河南选
手华天，他以63.60分的成绩获得
个人赛第8名。他改写了从未有
中国马术选手跻身奥运会前八名
的历史，是一个不亚于金牌的重
大突破。

中英混血的华天今年27岁，
祖父是一名曾参加抗美援朝空
战的老飞行员，母亲罗珊是英国
贵族的后代，酷爱骑马。上届奥
运会他就代表中国队参赛，打破
了中国马术选手无缘奥运会的
尴尬纪录。本届奥运会华天代
表河南为国出战，决心更上层
楼，向前八名发起冲击。

马术三日赛共分 3天，第一
天是盛装舞步赛，华天和他的坐
骑堂·热内卢在音乐声中翩翩起
舞，人马合一，行云流水，赢得了
不少掌声，仅被罚分42.40分，在
所有参赛选手中排在第 12 位。
在第二天的越野赛中，他的坐骑
顺利跑完了全程，没有任何技术

罚分。在场地障碍赛预赛中，华
天也正常地发挥了水平，仅仅被
罚了4分，从而以第11名的成绩
跻身决赛。

决赛在当地时间9号下午举
行，华天第18位出场。他精神抖
擞，策马前行，奔跑如风驰电掣，
越障又矫若游龙。唯一遗憾的
是在过砖墙上，热内卢的前蹄碰
掉了一块砖，但这已经不影响他
的前八名的位置。如果没有这
次失误，他有可能获得第6名。

华天的成功吸引了不少目
光。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
丹还专门到后台看望了他的团
队，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省
体育局领导则热情邀请华天的
父亲华山和母亲罗珊奥运会以
后到河南来做客，还希望他代表
河南在明年的全运会上取得好
成绩。⑥11

不是金牌，胜似金牌！
河南马术选手华天赢得历史性突破

中国体育彩票被称为“体育
事业的生命线”，发行 20多年来
筹集了大量的公益金，为我国竞
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很多受益于体育彩
票的体育明星在成名后也选择

“反哺”体育彩票，成为中国体育
彩票的公益形象大使。据不完全
统计，有将近20名体彩公益形象
大使正在征战巴西里约奥运会。

很多人都知道里约奥运是杜
丽的第四届奥运会，但也许还不被
大多数人所知的是，她还曾两次担
任中国体育彩票的“形象大使”，在
展现“更高、高快、更强”的奥林匹
克精神的同时，也诠释了“责任、诚
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

这些年，杜丽在刻苦训练的
同时，也为体育彩票品牌宣传做
了大量的工作。杜丽表示，为了
训练和比赛她会经常换枪，而且
几乎是每年都要换一次，每一把
枪的花费都在上万元。她知道
这里面也有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⑥9 （王辉）

杜丽两次出任体彩公益形象大使

争来争去争个“透心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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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孟向东

来奥运会之前，关于里约治
安混乱的段子满天飞，什么不能
在大街上用苹果手机、掏钱包，
否则百分之百地出事等等不一
而足。

那么奥运会到底安全不？在
这里采访有没有财产和生命的危
险？尽管惴惴不安，但因职责所
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里
约就是龙潭虎穴我也必须来闯一
闯。为了安全，我也按段子上“指
示”的，护照放家里，手机揣兜里，
身上至少带 200雷亚尔，怕哪位
大爷没有抢到钱心情不好，反手
给我一刀，至于信用卡什么的，早
就放国内了。

近一周时间过去了，奥运会
在平稳进行，我也按部就班地采
访、吃饭、走路，暂告无事。根据

我一周来的观察，凡是跟奥运会
有关的地方，包括奥运村、新闻
中心、媒体村、场馆、各条道路，
到处都是志愿者、警察，还有荷
枪实弾的军人，包括装甲车在内
的各种军车 24小时在主要路囗
驻扎，天空中还不断有武装直升
机轰轰地盘旋，在这种情况下，
想不安全都难。因为安全了，所
以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步行在
来回 BRT 车站和新闻中心的路
上，记者也敢放心大胆地查地
图、发微信、拍照片了，至少到目
前是毫发无伤。

还有传说中能传播致命寨卡
病毒的巴西大毒蚊子，如今也没
有领教过它们的厉害。出国前特
意准备的清凉油、强力花露水，还
有电子蚊香，都在箱子里睡觉
呢。不远万里背着这些玩意儿，
估计最后要后悔死！⑥11

里约奥运到底安全吗？

本报讯（记者 李悦）北京时
间8月11日上午8点到8月12日
上午 8点，里约奥运会将产生 17
枚金牌，其中我们的王牌项目乒
乓球，将决出里约奥运会女单冠
军的归属。

8月11日早晨8点30分开始
的女单决赛，是两名中国选手李
晓霞、丁宁之间的“内战”。在四
年前的伦敦奥运会上，两人之间
曾上演过一次巅峰对决，最终李
晓霞以4∶1笑到了最后。此番在
里约奥运赛场上，作为卫冕冠军
的李晓霞状态正佳，半决赛她更
是仅用 24分钟就横扫日本选手
福原爱。至于丁宁，更是在 8强
战中11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只是
在半决赛里稍微遇到了朝鲜选手
的抵抗。状态正火的两人这回再
次相遇，上演的是卫冕者与复仇
者之间的刺激剧情，其跌宕起伏
的过程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在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
上，杜丽分别获得女子10米气步
枪和女子 50 米步枪三姿的金
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折戟后，
杜丽曾向国际射联申报了暂时退
役的申请，但两年之后，这把“老
枪”就宣布重回国家队开始训

练。里约奥运会上，杜丽已经收
获了女子 10米气步枪的一枚银
牌，在 8月 11 日 23 点的女子 50
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状态不错
的杜丽，有望用这枚金牌来再续
辉煌。

在8月 12日凌晨 5点 35分，
中国击剑队将在团体项目上向金
牌发起冲击。由许安琪、孙玉洁、
孙一文和郝佳露组成的中国女子
重剑队，这次在里约奥运会上的
目标是争取卫冕团体金牌，她们
也是奥运会该项目的头号种子，
被国人寄予厚望。个人赛上许安
琪、孙玉洁在首轮出局后，都憋足
了劲要在团体赛中卷土重来，而孙
一文夺得个人赛铜牌后，目前状态
正佳。在男子花剑团体赛上，个人
赛成绩不佳的中国男剑客们，同样
在等着这个复仇的机会，雷声、马
剑飞他们几个，也希望能将这枚
团体金牌收入囊中。⑥9

女乒上演巅峰对决
杜丽期待再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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