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东京的夜空， 被闭幕式的灿烂烟花点亮。

②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 携手五大洲运动员代表， 向世界

“比心”。

③ 五环旗缓缓降下， 并转交给下届夏奥会主办城市巴黎的市长伊达尔戈。

④ 闭幕式现场大屏幕打出日语 “谢谢” 的英语发音， 志愿者挥手作别。

⑤ 闭幕式中， 中国代表团成员纷纷与旗手苏炳添合影。 均视觉中国

金牌榜
代表团 金 银 铜 总计
美国 39 41 33 113

中国 38 32 18 88

日本 27 14 17 58

英国 22 21 22 65

■本报记者 谷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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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冠军榜

田径
女子铅球 巩立姣

女子标枪 刘诗颖

羽毛球
混合双打 黄东萍、 王懿律

女子单打 陈雨菲

静水皮划艇
女子 500 米双人划艇

孙梦雅、 徐诗晓

场地自行车
女子团体竞速赛

鲍珊菊、 钟天使

跳水
女子双人 3 米跳板

施廷懋、 王涵

女子双人 10 米跳台

陈芋汐、 张家齐

男子双人 3 米跳板

谢思埸、 王宗源

女子 3 米跳板 施廷懋

男子 3 米跳板 谢思埸

女子 10 米跳台 全红婵

男子 10 米跳台 曹缘

击剑
女子个人重剑 孙一文

体操
男子吊环 刘洋

男子双杠 邹敬园

女子平衡木 管晨辰

蹦床
女子蹦床 朱雪莹

赛艇
女子四人双桨

陈云霞、 崔晓桐、 吕扬、 张灵

帆船
女子帆板RS:X级 卢云秀

射击
女子 10 米气步枪 杨倩

混合团体 10 米气手枪

姜冉馨、 庞伟

混合团体 10 米气步枪

杨皓然、 杨倩

男子 50 米步枪三姿 张常鸿

游泳
女子 200 米蝶泳 张雨霏

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

李冰洁、 汤慕涵、 杨浚瑄、 张雨霏

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 汪顺

乒乓球
女子单打 陈梦

男子单打 马龙

女子团体

陈梦、 孙颖莎、 王曼昱

男子团体

樊振东、 马龙、 许昕

举重
女子 49 公斤级 侯志慧

男子 61 公斤级 李发彬

男子 67 公斤级 谌利军

男子 73 公斤级 石智勇

男子 81 公斤级 吕小军

女子 87 公斤级 汪周雨

女子 87 公斤以上级 李雯雯

五环星光，照亮人间未来
离别之际，巴赫说：“东京奥运会是希望、团结与和平的盛会”点点星光汇聚成巨大的五环， 照亮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夜空， 也照亮未知

的未来。燃烧了 16 天的奥林匹克圣火缓

缓熄灭，希望之光留在每个人的心间。

一届极不寻常的奥运会。 疫情带来

的重重挑战，让办赛历程命运多舛，但体

育的凝聚力，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向人

们传递希望和信心。 “东京奥运会是希

望、团结与和平的盛会。 ”如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在闭幕式上动情感言，“在这困

难时期， 奥运会给了全世界最珍贵的礼

物。 ”奥运之光，不仅映照运动健儿的奋

进之路，也拥有改变世界和未来的力量。

病毒无情阻隔世界，“在
一起”是最重要的意义

为了不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留下一段

脆弱的空白， 不辜负每位运动员的奥运

梦想， 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作出史

无前例的决定， 奥运会首度延期举行。

“空场”办赛，“气泡”防疫，即使前路一度

迷茫， 奥林匹克大家庭与东道主始终携

手，用坚持和智慧直面困境、翻山越岭。

终于，经过一年的纠结与等待，穿越

疫情的阴霾，1.1 万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运动员们，相聚在梦寐以求的舞台。漫长

的旅途，繁缛的约束，陌生的环境，种种

颠覆传统的改变， 都无法阻止他们奔赴

梦想的脚步。

他们当中， 有人因战火和暴力被迫

逃离家园， 有人战胜凶险病魔在泳池中

重生， 有人也曾不幸遭遇新冠病毒的侵

扰，但在过去 16 天里，他们与所有运动

员相聚五环旗下， 用拼搏的身影和不屈

的斗志，展现面对逆境的决心，传递“共

同强大”的信心，成为人类团结一心、共

克时艰的生动见证。

激烈竞逐是追梦的印记，
金牌并非伟大的唯一标尺

如果只为将金牌挂在胸前， 实力超

群的撑竿跳新星杜普兰蒂斯， 本可在轻

松越过 6.02 米的高度后“打卡下班”。 然

而，21 岁的瑞典小伙选择继续飞翔 ，向

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 尽管

6.19 米的高度三跳失败，挑战极限、超越

自我的过程，足以让这枚金牌更具分量。

同一片田径场上， 笑言要问巩立姣

“借”金牌的苏炳添，或许永远无法触及

最高领奖台。 但当他在半决赛中孤注一

掷 ，跑出 9 秒 83“封神 ”一战 ，“中国速

度”乃至“亚洲速度”有了新定义，奥运百

米跑道从此有了中国选手的一席之地。

当 46 岁的丘索维金娜在跳马上完

成最后一跃，奔涌的泪水是难舍的道别。

空旷的赛场里响起掌声，对手、裁判、志

愿者纷纷起立， 向这位八战奥运的传奇

致敬。 褪去冠军光环，卸下生活重担，她

用纯粹的热爱，述说奥林匹克的意义。

送别传奇的同时， 更年轻的 “Z 世

代”怀揣梦想而来。 滑板上的潮酷萌娃，

跳台上的满分新星，后生皆可畏，英雄出

少年。 他们挥洒青春，张扬个性，从这里

启程，超越前辈，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温情互动跨越国界，人性
微光诠释团结至上

奥运会的赛场， 从来不只有剑拔弩

张的拼争，更有胜负之外的温情与感动。

是对手亦是朋友， 体育搭建起交流的平

台，人类情感在此共通。

中国小将管晨辰稳稳完成平衡木下

法，不等裁判亮出分数，场边的新科全能

女王苏妮莎·李已开始欢呼雀跃。在自己

的社交平台上， 美国姑娘晒出与管晨辰

的合影，配文写下：“你是我的骄傲。 ”

羽毛球女单赛场， 眼看美国选手张

蓓雯受伤倒地，不得不退赛，隔网相对的

何冰娇立刻上前关心，一时泣不成声。比

起不战而胜， 她更希望对手免受伤痛，

“如果可以，我想好好与她拼完这场球。”

两小时内连夺两金，拼尽全力的“蝶

后”张雨霏依然在赛场守候。她等待着曾

经的劲敌池江璃花子完成比赛， 等待给

勇敢战胜白血病的 “战士” 一个温暖拥

抱。两人相约，“明年，杭州亚运会再见”。

口罩遮不住笑颜，友谊跨越了国界，

不同国籍、 不同肤色的运动员在奥运舞

台惺惺相惜。 他们彼此尊重，相互激励，

一同成就更好的自己。 这一段段“神仙”

友谊， 也正是奥林匹克格言全新内涵的

最佳诠释———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的同时，体育让世界“更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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