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伦敦7月25日电 （特派
记者 谭云东 ） 中国奥运代表团
的旗手重任再度落在男子篮球队
的身上。 25日， 中国奥运代表团
对外公布了旗手人选， 中国男篮
球员易建联成为幸运儿。 在27日
晚上举行的开幕式上， 他将带领

中国奥运代表团进场。 对于能够
成为旗手 ， 易建联表示 “很荣
幸”。

至此， 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所
有 奥 运 旗 手 全 是 来 自 中 国 男
篮———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王
立彬；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宋涛；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宋力刚；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
悉尼奥运会是刘玉栋；2004年雅典
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都是姚明；2012
年奥运会为易建联。

奥运会入场式的旗手， 从选
拔的角度看，需要两个硬指标：一
是个人成绩能代表本国家竞技体
育的最高水准； 二是个人形象要
健康大气。其实，中国体育现在已

经有了刘翔、 林丹和李娜这样的
超级明星， 在世界体坛都享有很
高的知名度。如果选李娜当旗手，
对中国奥运代表团来说是一次选
项的突破，还是一次性别的突破，
林丹和刘翔则在各自领域有着巨
大的影响力。

那么这次中国代表团为啥选
定易建联？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段
世杰的解释是： 这次我们选拔奥
运会旗手， 延续了历届的传统。

本报特派记者 谭云东

仅在一个星期之前，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还称，伦敦的雨下得让人感觉冰河时代就要来
了。 伦敦市长鲍里斯曾一度祈祷，“赐给我们可
怜的英国人一个夏天吧，否则，我们这个国家
就会像一块方糖一样溶解到大海里去了。 ”

让鲍里斯欣慰的是，在经过了几个月 “恼
人”的阴雨天气后，在奥运大幕将启的前几天，
伦敦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7月23日至25日，
伦敦连续几天阳光明媚、天空蔚蓝，最高温度
也上升到了将近30摄氏度，市区终于可以看到
身着时髦夏装的年轻人了。 然而，让鲍里斯和
其他官员头疼的是，要提高伦敦人对奥运会的
热情，仅天气的好转，还远远不够。

25日早晨，记者从伦敦西南部的希斯罗机
场乘坐地铁到驻地法灵街的卡门公寓，50公里
的路程，横穿大半个伦敦街区，除了一些站点
通道有奥运场馆指示图标，竟然难觅其他与奥
运会有关的标示和宣传画。 伦敦，几天后真的
要举办奥运会了吗？ 这不是记者一个人的疑
问。

伦敦地铁是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总长
超过400公里，12条地铁线分别在6个区里纵横
交错，地铁堪称伦敦人生活最重要的出行方式
及外来人士认知伦敦的重要窗口。 在地铁站
内，各种商品海报和宣传橱窗应有尽有，但你
偏偏找不到任何与奥运相关的痕迹，甚至连奥
运会的赞助商们，似乎也没打算推出自己的奥
运宣传广告。

回想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 地铁站是奥运
宣传最重要的窗口，早在奥运会开始前两三年
的时间里，各种奥运宣传就层出不穷，甚至还
有专门的“奥运专线”和“奥运主题地铁站”。 中
国人的奥运情结特殊而浓烈。 若以此标准来审

视，英国人及伦敦这座城市，对奥运会的态度，
一如2012年夏天的天气，冷得有点“反常”。

玛丽是卡门公寓旁一个小超市的老板，谈
及奥运会， 这位年仅50的妇人不冷不热，“对，
是还有几天就开幕了，我和家人暂时还没有买
票的计划，如果有时间，也许会选一项赛事看
看热闹。 ”克里斯蒂娜是一位奥运会服务志愿
者，因为她的祖父曾经代表英国参加过奥运会
的自行车比赛， 因此家人都有浓重的奥运情
结。 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对大多数英国人来
说，奥运会并不重要，大家更关心生活和工作，
伴随着尚未回暖的经济危机，年轻一代的工作
压力很大。 ”

在奥运与生活之间，伦敦人显然更关心后
者。 7月23日，伦敦200多部出租车聚集在伦敦
塔桥附近龟速前行，反对奥运专用车道给他们
造成客户严重流失，甚至有示威者从桥上跳到
泰晤士的河水中；自从今年5月200万公共部门
职员集体大罢工以来，英国大大小小的罢工就
一直未曾停歇。 据了解，边检移民局员工已决
定在奥运开幕前一天进行24小时罢工，以表达
他们对裁员、工资削减的不满……

为了躲避奥运带来的麻烦， 奥运期间，将
有400万英国人离开英国， 选择去其他国家或
地区度假。 去香港旅游的斯密斯夫妇，和记者
乘坐同一班航班回到伦敦。 谈及奥运会的影
响，50多岁的斯密斯耸了耸肩， 笑着说，“也没
什么不好，我们可以选择去西班牙度假，收看
自己喜欢的电视转播，享受一罐2.3英镑的可乐
和一份8英镑的鳕鱼薯条。 ”

1908年、1948年及2012年，伦敦三度承办奥
运会，是迄今为止举办夏季奥运会次数最多的
城市。 但现在，奥运会在伦敦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寒流”。

（本报伦敦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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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1天

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

五星红旗飘扬奥运村

本报7月25日讯（记者 王亮）为了进一步
推动各市 （州）、 县群众体育发展， 湖南省市
(州)、县(市、区)体育局长培训班于7月23日至25
日在张家界市举行。

本次培训班对即将于8月1日颁布实施的
《湖南省全民健身条例》 进行了解读。 会上指
出，《条例》的颁布实施，将进一步强化全民健
身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利于更好地推动

全民健身事业长效机制的构建。
同时，本次培训班还针对全民健身中心建

设的管理和运营， 户外健身器材的新国标，群
众体育基础数据统计、上报、分析和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网上信息采集等4个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统一培训，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健身设施方面
的专家以及省体育局多年从事基层体育工作
的领导和同志分别进行了授课。

我省举行市县体育局长培训班

伦敦的“天气”

易建联出任奥运旗手

7月25日， 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伦敦奥运会奥运村举行升旗仪式 。
右图为五星红旗在仪式上缓缓升起。 新华社发

本报伦敦7月25日电 （特派
记者 谭云东） 当地时间25日上
午10时， 伴随着雄壮的 《义勇军
进行曲 》， 五星红旗在伦敦奥运
村冉冉升起， 这也标志着中国奥
运军团正式拉开了征战2012年伦
敦奥运会的序幕。

在奥运村， 主办方英国为每
个代表团都准备了升旗欢迎仪
式，仪式非常有特色，就像是一个
演出，没有传统意义的庄严肃穆，
仿佛是朋友的聚会。奥运村副村长
乔维尔在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升旗
仪式上致辞，“我们希望能够为每
一名入住奥运村的人提供舒适的
服务，希望你们能够享受在这里的
生活。 我们会全力提供最好的服
务。 我们都知道体育的力量，它能
够把我们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里，
参加伦敦奥运会的２０４个代表团有
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的地
方，但是我们来到这里都为了一个
目的：增进友谊与和平。 ”

包括易建联、 王治郅在内的
中国男篮和女篮， 射击， 以及柔
道等运动队的队员、 教练员近百
人出席了仪式， 刘鹏团长代表中
国奥运代表团赠送给奥运村的礼
物是一件精美的瓷盘， 盘子中央
有中国奥委会与伦敦奥运会的标

识。
中国奥运代表团副团长段

世杰在谈到伦敦奥运会的升旗仪
式时表示， “升旗仪式很有英国
特点， 这也是奥运会要在世界各
地轮流举办的魅力所在。 英国有
他自身浓烈的戏剧文化特色， 这
在升旗仪式上得到了展示， 我们
都很感兴趣。”

升旗仪式后， 第二次参加奥
运会的女子沙排选手薛晨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升旗仪
式氛围让人非常轻松。 而对于即
将到来的比赛， 曾经在北京奥运
会上获得铜牌的薛晨则希望向更
高的目标冲击， 她说： “大战即
将到来， 说不紧张不可能， 但是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后几天， 中国奥运代表团
的大部队将分批抵达伦敦， 奥运
赛场上的比拼也将从两天后全面
开始。

在中国奥运代表团举行升旗
仪式的当天， 朝鲜、 肯尼亚、 萨
摩亚和苏里南等代表团也举行了
各自的升旗仪式 。 仪式结束后 ，
各代表团的成员们相互合影留
念， 有的还交换了纪念章， 体现
了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崇高精
神。

学习贯彻《湖南省全民健身条例》

伦敦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