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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闭幕，
中国军团“榜眼”收官

8 月 7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21090 期前区开出号码“06、07、
19、26、32”，后区开出号码“06、
12”。当期全国销量为 2.89 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4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2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为 1000 万元，分落江西
宜春、河南平顶山。由于未采用追
加投注，当期来自江西宜春、河南
平顶山的幸运中奖者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错失了多中80%的追加奖
金的机会，与 1800 万元大奖擦肩
而过。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
投注方式，在 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
上，多花 1 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
得80%的浮动奖奖金。

二等奖开出 236注，每注奖金
4.63 万余元；其中 80 注采用追加
投 注 ，每 注 多 得 奖 金 3.70 万 余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8.33万元。三等奖开出 330注，单
注奖金 1万元。四等奖开出 1120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五等奖开
出 23475注，单注奖金 300元。六
等奖开出 29516注，单注奖金 200
元。七等奖开出 55837注，单注奖
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872003
注，单注奖金 15 元。九等奖开出
8078252注，单注奖金 5元。奖池
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8.8亿元滚
存 至 8 月 9 日 开 奖 的 第 21091
期。 （彩文）

□新华社记者 公兵 赵焱 周万鹏

虽然首次奥运比赛仅持续 24
分钟便出局，但这并不妨碍 12 岁
的扎扎成为叙利亚第一位通过资
格赛获得奥运席位的乒乓球运动
员，也是东京奥运会年龄最小的参
赛者。

因为战争，她经历了很多磨
难，她想给所有与她处境相同的人
传递这样的信息：“不管面对怎样
的艰难处境，为梦想努力拼搏，你
终会实现目标。”

与扎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一
支特殊的队伍——国际奥委会难
民代表团，他们或因为战争，或因
为贫穷……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罗德里格斯就是其中一位。
仅上场 10 秒就被对手重拳击倒，
他甚至连奥运的滋味都未充分品
尝到便要离开，但他代表的不仅仅
是自己，还有数百万像他一样背井
离乡却继续追梦的人。走进奥运
赛场那一刻，他终生铭记。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截
至 2020年年中，全球有超过 2500
万难民。据统计，仅阿富汗、伊拉
克和叙利亚战争就导致超过 2000
万人沦为难民。

作为始自 2016年里约奥运会
的创举，难民代表团的规模在东京
奥运会上得到扩大，从上届的 10
人增至 29 人，旨在借奥林匹克运
动唤起世界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上述两名运动员的磨难是全
球纷杂局势的缩影。因为奥运会，
他们来到东京，暂时逃离战争阴
霾，沐浴着奥运阳光和雨露。他们
相聚在五环旗下，成为体育远离政
治的最佳注脚，成为奥林匹克格言
中“更团结”的生动实践。

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肆虐如
冬，依然挡不住运动员们在赛场内
外表现出的丝丝暖意和由于互相
欣赏而产生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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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本开心地笑了。
中国选手巩立姣历经四届奥运会

终圆冠军梦，老对手新西兰名将亚
当斯第一时间与她拥抱。羽毛球
男单决赛失利后，中国选手谌龙与
冠军、丹麦名将安赛龙交换球衣并
送上祝福，安赛龙说：“无论输赢，
你都是无数羽毛球迷的偶像，我也
该向你学习，期待下一场‘双龙
会’。”女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
比赛后，中国选手张雨霏特意给因
为白血病差点告别泳池的日本选
手池江璃花子送上拥抱……

赛场上的悲喜一线之隔，奥运
会将运动员的心意相连、情感相
通。

虽然东京奥运会多数场馆没
有现场观众，但运动员们相互鼓
劲、加油的镜头随处可见，友谊之
花绽放东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说：“运动员为东京奥运会注入
了灵魂。”

那抹动人的“志愿蓝”同样令
人难忘——70970 名东京奥运会
和残奥会志愿者就像伸到每个角
落的触手，把奥运大家庭的人联系
在一起。

正如巴赫所说，奥运会的意义
是让全世界相聚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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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东京奥运
会注定会在奥林匹克史上写下特
殊的一笔。在这里，成绩固然重
要，但运动员之间的真情互动和人
性光辉的集中展示，是奥林匹克格
言“更团结”的绝佳体现，构成了奥
林匹克历史长河中一朵朵激情跳
动的美丽浪花；在这里，来自世界
各地的运动员共克时艰，为全人类
战胜疫情注入力量和信心；在这
里，无论你的国家如何动荡，都会
为你提供一方心灵的净土，以及追
求运动卓越的机会和舞台。

巴赫说，这是体育团结一切的
力量，如同黑暗隧道尽头的那束
光，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希望。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东京奥运会 8月 8日晚闭幕，14名
河南体育健儿获得 2金、1银，打破 1项
世界纪录和 1项奥运会纪录、创 1项世
界最好成绩，出色的战绩，既源于辛勤
付出和顽强拼搏，也源于河南体育的历
史底蕴、人才基础、战略眼光以及锐意
进取的开拓精神。

拼搏精神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带着亿万河南人民的嘱托和期盼，
我省共有14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10个大项、21个小项的比赛，这也是河
南运动员赴海外参赛人数历届最多的
一次。

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马宇峰表示，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包括12名“奥运
新兵”在内的河南运动员不畏强手、奋勇
拼搏、超越自我，吕扬携手队友在女子赛
艇四人双桨项目上夺得金牌、鲍珊菊与
搭档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项目
上夺得金牌，尹笑言夺得空手道女子61
公斤级银牌，体操女将芦玉菲获得高低
杠第四名、女子团体第七名，王飞获得赛
艇女子四人单桨第五名，何正阳夺得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第六名。

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每名队员
的心血和汗水、汇集着教练员及保障团
队的辛勤和努力，全面诠释了中华体育
精神，展现了河南体育健儿的精气神，
圆满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
期望和寄托，鼓舞和激励了河南人民防
汛救灾、战胜疫情的信心，有力助推了
体育强省、健康中原建设，为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作出了贡献。

不以金牌论英雄
河南健儿应点赞

“他们一手老茧，一身伤病，一心忍
耐，一直坚持，付出了常人所无法忍受
的努力和坚持，在平日里艰苦平凡的训
练中传递着不平凡的故事……”这是河
南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李岩描述
的“运动员群像”。

奥运会赛场代表的是竞技体育的
顶级较量，而竞技体育除了摘金夺银之
外，更值得称赞的是运动员参与拼搏和
努力奋斗的精神。金牌只有一个，参加
奥运会的精神面貌和风采才是运动员
的真实写照。

李岩表示，我省参加本届奥运会的
运动员只有少数获得了金牌，大多运动
员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参赛目标，比如女
排遭遇三连败，女子体操运动员芦玉菲
比赛出现失误，马术运动员张佑因马匹
受伤未能晋级……但是这些，并没有改
变他们参与竞技、追逐梦想的初心和为
国争光的决心，他们拼搏赛场的努力同
样值得点赞。

失败是成功之母，本次参赛的河南
运动员大多还年轻，大赛经验不够丰
富，实力还不够强大，经历了失败和磨
砺，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和机遇在等待
着他们去应对和挑战。

项目“谋篇布局”
衔接国家战略

水上项目和自行车项目曾经是河
南省竞技体育的四大支柱项目，在历届
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及世界大赛上，
河南省竞技体育传统优势项目都曾为
国家做出过较大贡献。本届奥运会，14
名河南健儿的参赛项目涵盖了排球、射
击、赛艇、马术、田径、空手道、篮球、体
操、足球、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体现出在
保持传统优势项目优势、挖掘潜在优势
项目潜力方面的“谋篇布局”。

李岩介绍，为了保持传统优势项目
优势、挖掘潜在优势项目潜力，省体育
局不断加大对优势项目和潜优项目的
人力、物力、财力、政策、机制以及科技
投入，持续推进总体的项目结构调整和
重点项目布局，逐步实现与国家优势项
目和潜优项目的衔接，同时提升河南竞
技体育科学化管理水平，优化和提高投
入产出比。

有的放矢的战略投入不仅保持了
优势项目的优势地位，也拓宽了参赛项
目的“广度”。本届奥运会我省女子赛
艇和女子场地自行车不仅夺金，还刷新

了世界最好成绩、打破奥运
会及世界纪录，创造了历史；
与此同时，河南选手还摘得

空手道银牌，多个项目具备了进军奥运
赛场的实力。

后备力量
筑就坚实“金字塔塔基”
从选材、育才到成才、用才，竞技体

育是一个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本届
奥运会，夺冠的河南运动员既有吕扬这
样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的“老将”，更多的
则是鲍珊菊这样初出茅庐的“新秀”，显
示出河南竞技体育在后备力量培养及
梯队建设方面“代有才人”的可喜局面。

河南省的青少年训练在全国一直有
自己独特的地方，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
原有的训练体系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
河南基本保留了一套完善的训练体系，
有基层的县体校、市体校，有专业队。

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陈皓介绍：“鲍珊菊和作为替补奔
赴东京的郭裕芳，都是从基层学校发现
的优秀苗子，经过这种训练体系逐层筛
选、逐步提高，最终通过人才培养的‘上
升通道’输送到了国家队，由我们本省
的教练带领拿到河南自行车的奥运第
一金。这个突破得益于我们健全的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

竞技体育是“金字塔塔尖”，“塔尖”
要出彩，仅靠各级体校是不够的，还要
依靠群众体育尤其是青少年体育的广
泛开展筑就坚实的“塔基”。

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处长马延春
介绍，我省历来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始
终紧紧围绕体校、学校、社会团体三大后
备人才培养阵地，推进青少年体育阵地
建设，到目前为止，在我省青少年运动
员管理系统中注册在训的运动员涵盖
了34个项目，共有7.5万多人。与此同
时，每年 80多项、5万多人参与的省级
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也给各个项目的
好苗子提供了充分的“冒尖”机会。

再战全运会
中原锐气开新局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
“史无前例”地集中了奥运会、全运会的
“超级大赛年”。河南健儿在奥运会上
取得的成绩，无疑也为后续的全运会乃
至“十四五”河南体育事业开新局开了
个好头。

李岩表示，河南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不止一次创造历史，这对我省体育事业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推动作用。
作为一笔精神财富，他们顽强拼搏的精
神为年轻运动员和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和
楷模，值得学习光大，他们以及全世界优
秀运动员在竞技场上的表现也都值得研
究学习，为我省参加全运会的备战提供
很好的参考，此外，他们的精彩表现也更
有助于改变社会对体育的认知和认同，
让人们更加关注体育、支持体育。

“奥运会已经结束，全运会征程将
启，全运会是对各省体育事业发展的一
次大检阅。奥运健儿们的拼搏精神，将
激励我省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
顽强拼搏、积极进取，不负河南人民的
期盼。”李岩说。1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东京
奥运会 8 月 8 日晚闭幕。本届奥运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 38金 32
银 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
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追平了在伦
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体
育健儿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
华体育精神，爱国拼搏，挑战自我，
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自
信、开放、阳光，展现了中国青年一
代的精神风貌。奥运会期间，中国
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共接受兴奋剂检
查 226例，均未出现异常情况，实现
了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的目标。与
此同时，代表团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
重中之重，参赛期间未出现新冠病毒
感染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
况。截至 8 月 8 日，代表团已回国

692 人，分别安排在北京、天津、辽
宁、湖北等多地进行隔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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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竞赛成绩来看，中国体育代表
团有如下亮点：夺金项目覆盖面拓
宽。在田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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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中获得金牌，夺金项目达到境外
参赛最多。竞技体育人才厚度增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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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境外参赛夺金人数最多，仅次
于北京奥运会的 60人。多个项目创
造纪录。在举重、射击、游泳、自行车
等项目中，打破 4项世界纪录（场地

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举重男子
73公斤级总成绩、射击男子 50米步
枪三姿、女子 4× 200 米自由泳接
力），创造 21项奥运会纪录。老将新
人均有优异表现。巩立姣、吕小军、
马龙、庞伟、施廷懋、王涵等老运动员
勇夺金牌，苏炳添、张亮取得个人最
好成绩；杨倩、张常鸿、全红婵、陈芋
汐、张家齐、管晨辰、杨浚瑄等多名

“00后”运动员发挥出色。
奥运会的奖牌榜同时也反映着

世界体坛的格局。本届奥运会，共有
65个代表团获得金牌、93个代表团
获得奖牌，获得奥运会金牌、奖牌的
代表团数量保持相对稳定。获 10枚
以上金牌代表团 9个、获 5枚以上金
牌的代表团 16个，体现了各国都在
结合本国实际，争取更好的奥运会参
赛成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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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购彩者收获大乐透一等奖

奥运，
让世界“更团结”

▲中国代表团旗
手苏炳添在闭幕式中
进入体育场。

新华社记者 杜
潇逸 摄

中国队选手陈云霞、张灵、吕
扬、崔晓桐在东京奥运会赛艇项
目女子四人双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扎扎在叙利亚国乒队参加集训。 新华社发（阿
马尔·萨法尔贾拉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