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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做通了场地志愿者
的工作，秦凯站在了通往幸福的
栏杆前。

呼吸，再呼吸……等待的那
几分钟好像过了一万年，他不停
地深呼吸，又狠狠地拍了自己胸
脯几下，平复要跳出来的心脏，这
比他自己上场比赛紧张一万倍。

周围的队友、教练还有各国
教练员、运动员的“加油”声不绝

于耳，他仿佛都没有听到。当三
位奖牌选手款款从眼前走过，登
上接受祝福和拍照的高台时，秦
凯深吸一口气，手里的戒指盒子
藏在身后，小心翼翼地来到女子
3米板亚军何姿面前。

玛利亚·伦克水上项目中心
沸腾了，全世界都读懂了：秦凯要
向何姿求婚。何姿见到秦凯后，
很惊讶地后退了好几步。

在众人的目光中，在“嫁他、嫁
他”的集体交响乐声中，秦凯站着对
何姿说了好久，又单腿下跪说了好
久，看得众人好心急：秦凯一直在
说，何姿一直抹眼泪，迟迟没答应。

秦凯到底说了什么？
“我希望在全世界面前，勇敢

站出来，向你求婚，希望得到全世界
的祝福：爱你，就要让全世界都知
道！为了爱，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
机会，为了爱，疯狂一次！”秦凯说。

何姿终于答应了，接受了秦
凯的求婚钻戒，拥抱时的她笑中
带泪，格外美丽。

“他说了什么，我忘得都差不
多了，因为太紧张了，就是大家能
够想得到的一些保证的海誓山
盟，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说‘让我
欺负他一辈子’。”刚刚在女子3米
板决赛中收获银牌的何姿抹着眼
泪说，“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他会
求婚。因为我刚比完赛，有那么
多人看着，很害羞，实在是、实在
是不好意思，觉得有点不太好。”

作为并肩战斗的队友，秦凯
和何姿共获得 8块奥运奖牌，其
中秦凯 2金 1银 2铜，何姿 1金 2
银，里约奥运会两人均无缘冠军。

“出发里约奥运会前我们聊
过，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怎么办。
但到了刚才那一刻，谁得了金牌、
银牌、铜牌，我们已经看得很淡
了，人生一辈子，跳水不是全部，
希望我们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我们要一起去感受以后的日子，
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我对她说
的，也是她所希望的。”

祝福他们，就像国家队领队
周继红和教练员、队友们一起喊
的那样：“一定要幸福！”⑥11

（据新华社电）

□令狐一刀

真没想到，预料中里约奥运

会金牌榜头名的中美之争只持

续了不到一半的赛程，美国就已

经绝尘而去，金牌、奖牌数都甩

了中国半条街。

现在看来，美国竞技体育的整

体实力依然超强而且夺金点非常

全面，一共 16个大项有奖牌的斩

获，其中有金牌入账的项目有8个，

可谓全面开花。相比之下，中国代

表团在13个项目上有奖牌进项，收

获金牌的有7项，粗看和美国差别

不大，但美国有收获16金8银9铜

的游泳队这样绝对的奖牌大户，仅

这一个队，几乎就是中国代表团的

全部进账。由于俄罗斯队的整体

缺席，美国的田径队也至少有10块

以上的金牌，仅此两项，在里约就

基本上可以压倒所有的对手！虽

然比赛还有7天才结束，但美国的

“体教结合+职业体育”两条腿走路

的模式已经在奥运会舞台上展现

了巨大的威力。

比起美国，更加值得研究的是

英国代表团的崛起。1996年奥运

会，英国仅获一金，全国引以为

耻。上一届伦敦奥运会，本土作战

的英国代表团一举收获了 29金。

按照延续效应，这届不会有大面积

的下滑，目前看来，英国很可能接

近上一届本土作战时的金牌数，目

前甚至已在奖牌榜上暂时超过了

中国。

伦敦奥运会上，拳击 3块、自

行车7块、马术 3块、田径 4块、赛

艇 4块，5支优秀运动队就贡献了

英国所有29金中的21块。目前，

场地自行车已经拿了4块，赛艇拿

了3块，整体优势依然很明显。而

高尔夫和网球多少有点运气：水

平更高的对手要么因为畏惧寨卡

病毒而缺席，要不就像小德早早被

淘汰了。

反观中国，跳水项目中国已

无从包揽，体操、游泳更是滑坡

严重：体操从 4 金到 1 金未获，游

泳从 5 金跌至只有孙杨 1 金，击

剑、柔道、蹦床等也没有见金，这

些项目的集体滑坡才是中国代

表团被英国超越的关键。

更让英国占据上风的是，体操

2金和跳水 1金，都是从中国队手

中虎口拔牙抢走的，这一切多少让

人想起雅典奥运会上中俄争夺金

牌榜第二的场景，当时中俄直接对

抗的项目中几乎都是中国占优，这

也直接导致了金牌榜中国以32比

28首次压倒了俄罗斯。

接下来中国的夺金点还有体

操（1到2枚）、乒乓球（2枚）、羽毛球

（2到3枚）、跆拳道（1到2枚）、田径

（1到 2枚），如果运气站在中国一

边，那么最后仍然有望夺得28枚左

右的金牌，但英国也还有马术、自

行车、拳击、田径等夺金点，最终拿

到25枚左右金牌有较大把握，那么

决定金牌榜次席归属的就是中国

运动员在剩余赛程中夺金点的成

功率了。从前半赛程来看，中国夺

金点“兑现”的比率是近几届奥运

会最低的，不知关键时刻能否迎来

触底反弹。但无论如何，中英之争

很可能延续到最后一两天。届时

中国代表团利好出尽，只能耐心等

待英国在拳击和田径项目上最后

的表演了。⑥9

何姿：“他说让我欺负他一辈子”

中国or英国？
不到最后不明了

本报讯（记者 黄晖）北京时
间8月16日上午8点到8月 17日
上午 8点，里约奥运会将产生 25
枚金牌，除乒乓球女子团体这枚
金牌较为保险之外，在体操和跳
水方面，中国军团要想有所斩获，
必须要有更加出色的发挥才行。

在经过一个白天的等待后，中
国代表团将在8月17日凌晨进入主
要夺金点。1点开始的体操单项决
赛是体操收官之战，中国队只在男
子双杠上有争金的实力，排在预赛
第三的邓书弟和预赛第五的尤浩，
将与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名将展
开竞争。4点的跳水男子3米板决

赛同样是跳水项目的最后一项比
赛，该项目曾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但近年来中国跳水队在世界大赛
中已多次无缘金牌，期待何超与曹
缘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超越自我。

4点 45分的自行车赛场，为
中国自行车项目实现奥运金牌

“零”突破的钟天使、宫金杰，将参
加场地自行车女子个人竞速赛的
决赛。在该项目上，冲刺能力更
强的钟天使有着很强的竞争实
力。至于 6点半开始的乒乓球女
团决赛，拥有李晓霞、丁宁以及刘
诗雯的中国队，绝对不会让这枚
金牌旁落。⑥11

体操跳水将收官 乒乓女团再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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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中国体育彩票
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金牌榜

1 美国

2 英国

3 中国

4 俄罗斯

5 德国

6 法国

7 意大利

8 日本

9 澳大利亚

10 韩国

11 匈牙利

12 荷兰

13 西班牙

14 新西兰

15 加拿大

截止时间：北京时间 8 月
15日23时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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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如果说女模特、女歌手是吃
青春饭的职业，那么女子体操就
是吃少女饭的行当。看看奥运会
的体操赛场，大多是激情洋溢的
青涩少女，偶有超过20岁者，便被
冠之以“老将”的称呼。然而就在
这群少女当中，竟然还有一位大
妈级的选手，尽管她长相平庸，坚
毅的脸上还有刀刻般的岁月痕
迹，但她每次出场，都能赢得观众
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体操运
动员，41岁的丘索维金娜（右下），
里约之行是她的第 7次奥运会之
旅。1992年，她胸前第一次挂上
奥运会金牌时，她的对手绝大多
数还没有出生。

出生于 1975 年的她 17岁和
独联体队友一起获得了奥运会体
操女团冠军，之后独联体解体，她
代表祖国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了
1996年奥运会。然后，她作为21
岁的“老将”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退
役，嫁给了一名摔跤选手。1999
年她的儿子阿廖沙出生，不幸的
是，两年后儿子患上了白血病，她
的幸福就此定格。工作重心变成
了复出、参赛、挣钱，给儿子治病。

为了应付儿子长长的账单，
她不得已去了德国，因为科隆的
一个俱乐部向她提供全套的训练
设备，还能集资帮她筹措儿子的
医疗费。此后 10年间，她不但以
德国队员的身份征战国际大赛，
赢得了包括北京奥运会银牌在内
的很多荣誉，而且还用苏联体操
的深厚底蕴引导德国体操进入了
世界强队之林。

也正是在北京奥运会上，她
的事迹被人周知，当时报道的标
题特别感人：“孩子，你不痊愈，我
不敢老。”也就是在此期间，阿廖
沙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现在的
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帅小伙儿，除
了要定期血检外，已远离了隔离

病床和针管。
儿子已长大，但丘索维金娜

还不“想”老，还想出现在赛场上，
不再为孩子，不再为钱，纯粹是对
体 操 的 热 爱 ，对 祖 国 的 深 情 。
2012年，她最后一次代表德国参
加了伦敦奥运会，并以一个第5名
回报了第二故乡的厚爱，随后回
归祖国，准备以代表她出生的国
家的方式来结束她的运动生涯。
当年她远走德国时，国人对她充
满了质疑和谩骂；如今繁华落尽，
叶落归根，迎接她的是毫不吝啬
的溢美之词。

在里约，动作僵硬、缺乏美感
的她向众人奉献的不仅仅是对体
操的爱，还有“更快、更高、更强”
的进取之心。她要向人们昭示，
41岁不是体操运动员过不去的坎
儿，她依然是冠军的最有力竞争
者。她拥有当今世界难度最大的
跳马动作，难度系数高达7.0的前
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半。遗憾的
是，她在落地时背部着地，仅名列
第7，与奖牌无缘。

4年后，已经 45岁的“丘妈”
还会出现在东京赛场上吗？她
说：“东京奥运会我们再见！”

所有人都满怀期待！⑥11

孩子你已长大，但我不想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