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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奥林匹克大家庭里掀
起越来越强劲的" 中国风#!即将启程前往北京的各国$ 地区%

代表团服装上的汉字成为一大特色&

加拿大代表团的运动服中国元素运用得最多 &' 加拿
大 (以英文及汉字书写 !绣上枫叶标志 !服装上还出现了中
国表示好运的汉字) 八 (!设计中汲取了中国五行" 金 *木 *

水 *火 *土 (的灵感 !还将" 源自自然 (的中国哲学融入材料
的选择之中 !在服装上选取了竹纤维 *有机棉 *椰子纤维等
环保材料&

新西兰*德国等也都在服装上显示中国特色& 除了在显眼
的地方用汉字书法写出自己国家的名字外! 德国代表团运动
员休闲

!

恤上面!还精心设计了一条中国人所喜欢的" 龙(!边
上印有" 谢谢北京(四个汉字+新西兰奥运代表团的比赛和领
奖队服外套的背面有三个鲜红的汉字"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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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

月
#$

日北京奥运
会, 奥运场馆观赛规则-正式公布后!北京
奥运观众呼叫中心每天会接到近千名热
心观众的来电& 为帮助中外观众理解这
些规则!北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

%#

日接受
专访! 对观众关心的焦点问题进行全面
解读&

对为何禁止携带诸如) 中国加油(这
样的横幅或标语牌!北京奥组委负责人解

释说!本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我们是主
场!志愿者知道大家写的是) 中国加油(!

不是什么不好的话! 但是其他
&''

多个国
家$ 地区%的观众写的文字我们都能看懂
吗.让不让进.我们想象一下!在上届雅典
奥运会或者下届伦敦奥运会!如果别人由
于不认识中文而不让我们带着准备好的
横幅进去!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另外! 奥运五环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

以及全世界运动员以公正*坦率的比赛和友
好的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见!奥运会
的比赛精神是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 我们
要使奥运会超越一切意识形态! 无论是中
国*日本*美国!还是法国!所有人都能像奥
运五环一样! 大家开心地在一起享受盛事!

增进彼此了解&如果现场出现各种各样的横
幅一定会破坏这样的氛围! 所以国际奥委
会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制定这项规则&

今年
()

岁的李海青是一位业余长跑爱好者!几十年来!无
论酷暑寒冬!风雨无阻!每天坚持跑步

&'

公里以上!累计绕地
球
)

圈多&

*++,

年获得由中国田协颁发的) 全国业余田径锻炼之
星(和国家) 二级社会辅导员(两项证书&

*-

多年来 !李海青经常参加国际 *国内比赛 !在业余选
手中均名列前茅 !共夺得奖杯

.-

座 !各类奖牌
(-

余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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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半程赛获得第六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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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

年在北京参加中日
.--

公里超长跑比赛中夺得两项冠
军 !一项亚军 +

&---

年元旦 !在北京) 万人登长城 (比赛中 !

取得中年男子组冠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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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大连举办的) 亚洲第
.&

届老将田径锦标暨全国第五届田径锦标赛 ( 中获得
/

金 *

/

银的好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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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表达对长征精神
的仰慕之情! 李海青同全国

.-

多名民间志士!

(

月
.

日从江西瑞
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翻雪山!过草地!于

.-

月
.-

日到达
三军会师地甘肃会宁!辗转

.-

个省!行程
0---

多公里!徒步走完
了长征路!成为河南自费走长征第一人& 长征途中!李海青除
了义务献血!还为山区贫困学生捐款!把伟大的长征精神印证
在长征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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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奥运火炬手选拔总决赛中!有幸成为一名
%--,

年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 此后!李海青又定出了自己) 爱
我中华 徒步中华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的新计划0 徒步中
国!通过沿途参加一系列比赛的方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
传奥运精神& 所到之处加盖当地邮戳及省辖市印章! 最后在
%--,

年奥运会开幕前交北京奥组委! 代表河南为北京奥运会
献上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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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早上
0

点钟!李海青从北京天安门前出发!

徒步经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最后到达海南省的三亚市!然
后返回北京!再从北京天安门前出发经辽宁*吉林!最后到达
黑龙江的漠河& 途中他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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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在杭州和
..

月
%(

日在上海举办的两场国际马拉松赛&

如今!李海青还有一项计划0等
%--,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
后!他还将) 徒步香港*澳门#!) 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到宝岛台
湾沿海岸线走一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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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青0

重走长征路的锻炼之星

!&%'() ./0-%-,

名学生围
成一圈! 队形慢慢变成一幅河南省地图&

这是昨天在河南艺术中心广场上演的) 可
口可乐激情时刻#活动中最精彩的一幕&

为迎接奥运圣火在河南境内的传递!郑
州太古可口可乐公司精心挑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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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
冒雨演绎一场视觉盛宴 & 昨天中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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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身穿红色
!

恤的学生先站在
面积约

(/

平方米的可口可乐弧形瓶喷
绘上! 他们原地踏步后慢跑至前面的
空地上 ! 队形慢慢变成河南省地图
状 !赢来周围观众的阵阵喝彩 & 在) 河
南省地图 #的左右两边 !分别有两面
奥运元素的旗帜徐徐展开! 把此次活

动推向高潮&

郑州太古) 可口可乐激情时刻#活动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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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与每个城市火炬手
的数量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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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组成河南省地
图状的队形!主要是表达河南人民对奥运圣
火的热切期盼和诚挚祝福!同时也是为北京
奥运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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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称北京奥运
会上将由五名运动员共同点燃主火炬!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昨天表示! 这种
传言并不可信&

在昨天的)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新闻
发布会上! 有香港媒体问到中国运动员名

单何时公布& 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
张海峰回答说!周五$

"

月
%(

日%准备公
布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名单! 届时将举行
中国代表团成立大会&

针对日前有传言说北京奥运开幕式
上将由五名运动员共同点燃主火炬!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在回答时表示!传
言不可信!好多传言是误人子弟& 开幕式点
火人员是高度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知
道!他本人并不知道& 冯建中觉得应该会选
能代表中国人形象的! 能够和世界各方交
流!展示奥运精神的人去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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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悉尼奥运会!初出茅庐的河南
姑娘陈中创造了中国跆拳道的历史! 获得
首枚奥运金牌+

%--/

年雅典! 陈中再次续
写辉煌!蝉联该项目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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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锦
赛夺冠! 圆了陈中足足等了

.-

年的世锦赛
冠军梦!她也借此完成了世界杯*奥运会*

世锦赛的大满贯&

%--,

年!陈中的终极梦
想就是用自己的实力再次创造历史111实
现奥运三连冠&

出生于焦作的陈中
.++(

年开始跆拳道
训练!

%

年之后就入选了国家队& 业内人士
称! 陈中除了身材高大之外其实天赋并不
算出众!能有这么快的进步!刻苦训练是她
提升实力的唯一秘诀&

%--%

年陈中遭遇到了她职业生涯
当中最大的打击 ! 训练时她的右腿十
字韧带撕裂!几乎完全断开了!当时医
生的建议是马上手术 ! 但是考虑到雅
典奥运会!陈中选择了保守治疗& 右腿
的受伤并没有击垮陈中 ! 她有意识地
开始加强左腿的力量与攻击训练 !这
样反而使她练就了一项绝技 0 左右开
弓111两条腿都可以成为攻击发起
点& 也正因为如此!在雅典奥运会上陈
中的攻击才令对手更加难以捉摸 !她
才顺利实现卫冕&

%--"

年跆拳道世锦赛!陈中战胜韩
国选手韩金顺实现了大满贯 ! 极大地

鼓舞了她的信心& 在谈到自己的梦想时!

陈中不讳言自己对三夺奥运冠军的渴望
与野心0)

%--,

年的北京!这是我参加的最
后一届奥运会& 可以说现在的我无论是在
技战术水平的发挥!还是临场应变能力上
都有了更多的实践经验和长足的进步!比
以前成熟了很多& 我还是保持一个去拼金
牌的心态 !放马一搏 !争取在家门口为祖
国再次增光添彩& 希望我能为自己的运动
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拿到金牌& 用实力
来实现自己三连冠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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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运大名单周五公布
体育总局称0五人共点主火炬为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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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成河南省地图

可乐激情迎圣火

陈中0河南妞梦想奥运三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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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组委0赛场禁带) 中国加油(横幅

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各国代表团陆续展示了其服装&其
中不少带有较浓的中国元素!如汉字) 八(*龙形图案等&

各代表团服装争) 秀(汉字

用) 八(字讨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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