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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令狐一刀

随着奥运会闭幕日的到来，中国最终

被英国挤到金牌榜第三位，26 枚金牌也是

他们在 21 世纪迄今为止的最差成绩。四

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上，如果英国还有如此

抢眼的发挥，再加上这次拿了 19 块但有很

多项目被禁赛的俄罗斯，或许中国被挤出

前四名都有可能。因为到时候我们除了面

对美、英、俄三强外，还要小心东道主日本

的逆袭，要知道在奥运会上，东道主历来都

有惊艳表现。

在奥运会上，东道主占尽天时地利人

和，加上花了大钱又必须顾个面子，国际奥

委会和各单项协会也会多多少少的有所倾

斜和照顾，所以其金牌数都会较上届突飞

猛进。1988 年的东道主韩国在 1984 年洛

杉矶奥运会只有 6块金牌，4年后借东道主

之利猛翻了一倍（除了自身超水平发挥外，

也黑了人家好几块）。西班牙在汉城只有

可怜巴巴的一块金牌，差点被剃了光头，

1992 年作为东道主他们一下子涨到了 13

块金牌。2000年奥运会的东道主澳大利亚

也从 1996 年的 9 块金牌增加到了 16 块，北

京奥运会，中国也从上届的 32 块金牌猛增

到 51 块。本届奥运会巴西尽管实力有限，

也获得了历史最高的 7 枚金牌。从以上数

据可以看出，只要身为东道主，所获金牌增

加的比例，少则几成，多则成倍乃至十多倍。

我们再回头看看现在的金牌榜，发现

赫然排在第 6位的竟然是 2020年的东道主

日本队。他们一扫前两届的低迷，不但以

12枚金牌力压法、澳诸强，更战胜了 9枚金

牌的韩国，夺回了亚洲第二体育强国的地

位，而且其奖牌数也高达 41 枚，比金牌列

第 5 名的德国队的奖牌总数只少一枚。这

个成绩说明日本不但尖子突出，而且基础

雄厚，争金点多。

4 年后，根据东道主规则计算，日本队

的金牌数有可能增加一倍，那就变成了 24

枚。综合分析来看，日本的金牌达到这个

数字并非不可能 ，凭借自身实力再加上东

道主的优势，他们完全可以把一部分银牌、

铜牌变成金牌。更重要的是，东京奥运会

新增加的 4 个项目都是日本开展比较好的

项目，特别是空手道更是日本的强项，等于

是给日本“送”金牌，基本上有几个人参赛，

就会有几块金牌。另外，日本擅长的摔跤、

柔道、体操等项目都是打分记点项目，东道

主之利，将使日本占尽便宜。

假如日本达到了 24 块金牌，中国能战

而胜之吗？通过征战里约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奥运会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北京、伦

敦、里约形成了金牌三连跌，从 51 枚到 38

枚再到 26 枚，而且跌落的幅度一次比一次

大。就算是 4年后拼尽全力拿到 25枚左右

的金牌，也不一定能超过日本。更何况中

国的 6 个王牌项目中，体操、羽毛球、乒乓

球和日本形成直接对冲，现在看前两项已

经处于下风。日本欲压中国队一头，必定

拼死在这些项目中和中国队周旋，以削弱

中国队的优势，一旦这些项目上拿不到足

够的金牌，中日金牌榜之争就充满了变数。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之间百余年来

争斗不休，中国好不容易借着改革开放、国

力大增之势，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体育方

面全面碾压日本，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心

理优势。一旦东京奥运会不敌日本，那必

定会勾起中国人许多不愉快的回忆，甚至

会引起惊涛骇浪，那将是中国人心理上不

能承受之重，也将是中国体育界不能忍受

之耻。为了避免这一天的出现，中国体育

界必须未雨绸缪，励精图治，须知，里约闭

幕之日，就是东京大战幕启之时。⑥11

□本报特派记者 孟向东

昨天晚上，当我只穿着一件 T恤
冒着大风，冻成一团，摸着黑爬上六
楼，到房间阳台上收拾晾晒的衣服
时，发现对面的乒乓球馆没有了往日
的灯火通明，远处的奥运会主赛场也
是一片漆黑，我这才意识到，奥运会
真的要曲终人散了，这电都停了，不
说明该走人了吗？要是比赛在进行
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停电的啊。

在里约的时间里，我穿梭于各个
赛场，目睹了乒乓球的第三次包揽，目
睹了林李的惺惺相惜，依依不舍，目睹
了跳水队的碧水微澜，目睹了体操队
的溃不成军，目睹了射击队的郁闷压
抑；我也在现场目睹了华天的飒爽英
姿，目睹了河南自行车女队的尽心尽
力；我在现场感受到了内马尔罚进最
后一球，为巴西队赢得 100多年第一
块奥运会足球金牌时，能容纳20万人
的马拉卡纳那瞬间沸腾的震撼。当
然，最让人难忘的还是中国女排朱婷
那一次次势不可挡的重扣，胜利后那
漫天飞舞的五星红旗，那回响在体育
馆内的国歌。

在里约，我也曾目睹了东道主的
努力和无奈。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他们竭尽全力保证了奥运会的正常、
顺利进行。但他们也确实无奈，无奈
到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湖水是臭的，
主新闻中心旁边的旧工地都没有来
得及收拾和遮掩，地上是裸露的黄土
和建筑垃圾，一座废弃的二层小楼上
涂满了标语，据翻译说差不多也就等
于反对拆迁之类的意思。在里约也
感受到了巴西人的精明和文明。他
们把国际会展中心的 4 个大厅隔离
开，用脚手架搭起看台，就变成了乒

乓球馆、羽毛球馆、举重馆，赛后一
拆，该干啥还干啥，一点不多花冤枉
钱；在这里 10多天，没有见到过一次
翻越栏杆的人，哪怕是走几百米绕
路；路上尽管塞车，也没有人乱鸣笛，
更没有人加塞，过路口时行人和车辆
也都是互相谦让。

在里约也曾遭遇尴尬，一次打车
去采访，给司机也看了地图，但那老兄
拉着我们转了快一个小时也没有看到
场馆的影子，只好让翻译电话给他讲，
把我们送回上车的地方好了。这一圈
兜回来车费就变成了 150多雷亚尔，
但那哥们还不错只收了我 100，还连
连道歉。在里约也曾屡次涉险，出机
场的大巴上就遭遇连珠炮般的枪击，
只是打的是别人，同行的记者曾在海
滩被盗，就在前天门口附近还发生了
抢劫案，我们采访回来时还有保安在
地上躺着呢。

在里约，我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这里的科帕卡帕纳海滩举世闻名，我
也只是去看过一次沙滩排球，而没有
能像当地人那样，惬意地躺在海滩
上，一边享受习习海风的吹拂，一边
欣赏三三两两的比基尼美女；这里
的天梯教堂、无水桥等风景区，也无
缘得会。贫民窟也没有能去开开
眼，一是因为安全，另外也确实没有
时间，倒是同屋一个哥们很会宽我
的心：“没有什么看头，和我们东北
的棚户区差不多！”就连最著名的基
督山女神像，也只有在梦中来想象她
的神韵了。

认识的道路没有终点，但有许多
次开始和结束。每一次开始，都意味
着结束旧的旅程。而每一次结束，又
预示着新的旅程的开始。

再见，奥运会，再见，里约！⑥9

金牌榜金牌榜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挥手自兹去 再见已梦中

警惕四年后日本逆势来袭！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中储粮平顶山直属库的办公大楼
内，购销科负责人王恒胜接连给几家
酒厂和饲料加工厂打电话，本地种粮
大户刘振江还有一大批不符合收购标
准的小麦找不到销路，王恒胜和他一
样心急如焚……

今年雨水跟着麦收走，刘振江的
小麦不完善粒较高，原以为今年的力
气要白费了，幸亏有平顶山直属库的
同志们在他家仓库设立了延伸收购
点，并且帮助他将好粮、差粮分开存
放。售粮时，直属库工作人员们又忙
前忙后，帮其选样品、做化验，达标粮
顺利售出。可是，不达标粮还有很多，
还没着落，刘振江的心一直悬着。

终于，王恒胜从办公楼跑出来，高
兴地告诉他：“有俩企业对你的粮食感
兴趣，让寄样品过去呢！根据我的经
验，你的麦子肯定没问题！”

刘振江激动地握住王恒胜的手，使
劲儿地摇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类似的事情，王恒胜已经做过多

次了，每次帮粮户卖出粮食，他都很有
成就感。他说：“作为央企理应为当地
老百姓增收提供服务，履行好社会责
任。其实，我们和种粮户是工作中的
老搭档，为他们服务的同时，他们也为
我们完成今年的轮换计划做了大贡
献，这是双赢啊！”

“双赢”并非说说那么简单。背后

是直属库的员工们细心的服务和勤奋
的工作。

8月 14日，是星期天，天刚亮，质
检员陈彩霞、张箭、王娜就开始了当天
的忙碌工作。收粮期间，他们的工作
时间成倍增加，从早上六点钟到晚上
11点钟两班倒，每天如此。为避免造
成农民售粮困难，平顶山直属库坚持

敞开收购、预约收购、亲情收购；多开
仓、多设机组、多派人员，延长收购时
间；早开门、晚关门，加快收购进度，避
免出现“排长队”问题。此外，对农民
交售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做到应
收尽收，对质量不合格的通过整理合
格后应收尽收，通过整理后还不合格
的库里也想尽办法帮助农民寻找销售
渠道，争取多收粮、帮助多销粮，确保
农民减损保收。

“这是我们的色选机，我们库一共
有两台，为农民提供色选、整筛机械，
经整理合格后，按照流程入仓。”仓储
科负责人陈合印说。据了解，对于农
民出售的不完善粒超标小麦，平顶山
直属库无偿为群众提供清筛服务，经
过清筛整理后再按照检验程序和规定
进行扦样、定等，将符合质量标准的粮
食应收尽收，尽最大可能帮助农民增
收。

今年，对于像刘振江这样的种粮
大户，更是他们服务的重点。陈合印
说：“种粮大户的售粮时间比一般种粮
户要长很多，因此我们采取了很多措

施，尽可能地提高大户的售粮效率，这
样不会对其他种粮户的售粮产生影
响。”为此，平顶山直属库为辖区大型
农业合作社提供售粮直通车服务。在
鲁山县东部、叶县西南部粮质较好区
域，建立农业合作社和粮食经纪人提
供延伸服务，直属库派出专业人员到
点进行收购和储存指导，指导他们怎
样识别小麦不完善粒等主要质量指
标，怎样好次分开和分类储存，然后采
取直接集并方式运送到直属库，帮助
解决种粮大户“粮难卖”的问题。

对于农业合作社，在提供专业服
务的同时，直属库还动员有经济实力
的粮食经纪人购买色选机，通过色选
程序和筛选，使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小
麦提高了等次。为了帮助农民增收，
对于整理后仍不能达标的小麦，直属
库帮他们找销路。目前，辖区已有 5

家粮食经纪人与外地酒厂或饲料加
工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实现了有效
对接。

平顶山直属库的服务完全可以用
贴心来形容——收购前，他们主动与
市政府沟通，给售粮车辆下发“入市通
行证”，开通售粮车辆绿色通道。通过
报纸、广播、微信群、传单等形式宣传
收购政策，不但使售粮人明白政策、明
白标准，同时指导农民如何整理、如何
分类存放。他们把售粮群众当成亲人
和朋友，每车发放方便面和纯净水，实
行空调降温、茶水凉歇、按号排队等一
站式服务，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
粮”、“舒心粮”。

目前，平顶山直属库辖区夏粮收
购工作平稳有序。截至8月 19日，累
计收购 216980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75234吨，同比增长54%。

央企担当 中储粮攻坚夏粮收购 ③

化验员扦样

中储粮平顶山直属库延伸服务获“双赢”

上图：游客在里约大教堂观光。
左图：游客在塞拉隆阶梯观光。
下图：8月13日，游客在“人民圣火台”前观

光游览。2016年里约奥运会设有两个圣火台：
一个位于举办开幕式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内，一个
位于里约市中心大教堂对面的奥林匹克大道
上。据巴西官方数据，预计本届奥运会期间将有
近50万外国游客来到里约。 新华社发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1日电 圣火缓缓熄灭，奥运精
神永驻。精彩与遗憾并存，欢笑与泪水交织，被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评价为“非凡”的第三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21日晚在里约热内卢落下帷幕。四年之后，奥运会回到亚洲
怀抱。

巴赫在致辞中说，过去16天，一个团结的巴西在困境中
展现出对生活难以置信的热爱感动了世界。“来到巴西时，我
们互不相识；离开这里时，我们成了朋友。这是在‘非凡之
城’举办的一届非凡的奥运会。”

奥运会首次在南美大陆留下足迹，来自全世界的约
11000名运动员极致展现人类不断挑战和突破极限的运动之
美，田径，举重，游泳等赛场的22项世界纪录成为历史长河中
的过客。

本届奥运会中国派出711人组成的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
代表团，最终获得26金、18银、26铜总共70枚奖牌，紧随美
国、英国之后，位列金牌榜第三。

赛前屡遭吐槽的里约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赛事注重
惠及民众，精简节约，科技环保，创意十足。

悠扬的歌声中，燃烧了16天的奥运圣火在雨水中缓缓熄
灭，闭幕式的舞台中央长出一棵“参天大树”。雨水浇灭了主
火炬，同时也孕育了世间万物。在标志性的桑巴热舞和全场
大联欢中，奥运会向里约说再见，下一站东京。

2020年，不见不散！⑥9

里约奥运会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