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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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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湘军多点开花
回顾：伦敦奥运会，王明娟、田卿分别夺得

女子举重48公斤级和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加
上孙文雁的花样游泳集体项目银牌、李玄旭女
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铜牌，体育湘军共收获2金1
银1铜。

点评： 以老带新的11名湖南运动员奋勇拼
搏，在伦敦赛场展现了三湘健儿的风采。除了举
重、羽毛球等传统强项外，我省在游泳和花游项
目上实现了全新突破，湖南体育呈现出多点开花
的新局面。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今后将继续
拓展举重、羽毛球、体操、跳水等传统强项，并加
大对游泳、花游和田径等项目的投入，把我省的
优势项目做大做强，走出“势单力薄”的困境。

全民健身激荡三湘
回顾：10月5日至7日， 湖南省第三届全民

健身节在衡阳举行，全省6000多名体育爱好者
齐聚一堂，享受了一场丰富精彩的健身盛宴。

点评：近年来 ，我省每年投入群众体育事
业经费大幅增加， 全省健身路径超过2000套，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覆盖5000多个村，各市州
体育场馆逐步免费向市民开放。全民健身活动
开展如火如荼，全省各类全民健身节 、大众体
育运动会、机关运动会 、社区运动会等已经成
为深受百姓喜欢的全民健身品牌。

2012
2012年，是突破的一年。伦敦奥运会，中国

创造赴境外参赛的最佳战绩，孙杨、叶诗文开创
新的“中国速度”，西班牙击碎欧洲杯“卫冕魔
咒”，体育湘军水上项目开辟新径……每一次突
破，成就了2012年世界体坛的每一次精彩。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

伦敦奥运中国创境外最佳
回顾：7月27日， 第30届夏季奥运会在英国伦敦开

幕。经过16天的角逐，美国代表团以46金29银29铜名列
金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收获38金27银22铜，位居金牌
榜榜眼，创造了赴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战绩。

点评： 尽管伦敦奥运会瑕疵明显， 各种赛事组织
“乌龙”不断，但仍然是一届成功、值得铭记的体育盛
事，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为“欢乐而荣耀”的体
育盛会。

中国代表团除了乒乓球、 羽毛球、 跳水等传统优势
项目表现优异外， 以孙杨、 叶诗文为领军人物的中国游
泳获得5金2银3铜共10枚奖牌，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我们仍要清醒认识到， 中国代表团整体实力和水
平与体育强国还有一定差距。 田径、 游泳、 自行车等
项目有明显进步， 但是发展基础和人才厚度比其他体
育强国仍有较大差距。 特别是国际职业化程度高的项
目和深受群众喜爱的集体球类项目， 与国际先进水平
有很大差距。

斗牛士击碎“卫冕魔咒”
回顾： 6月8日至7月1日， 2012年欧洲杯在波兰和

乌克兰举行， 决赛中西班牙队以4比0大胜意大利队，
成为欧洲杯历史上首支成功卫冕的球队， 也是第一支
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中连续3次夺冠的球队。

点评： 从2008年欧洲杯夺冠， 到2010年南非世界
杯登顶， 再到2012年蝉联欧洲杯冠军， 西班牙 “黄金
一代” 球员创造了世界足球史上前所未有的荣耀， 开
创了新的斗牛士王朝。 虽然采取无锋战术， 西班牙队
却将攻势足球演绎至登峰造极， 从而在世界掀起一股
新的攻势足球浪潮。

“小皇帝”詹姆斯登顶NBA
回顾： 2012年对于 “小皇帝” 詹姆斯而言是全面

突破的一年， 如愿夺得职业生涯的第一座NBA总冠
军以及总决赛MVP和奥运金牌， 追平了 “空中飞人”
迈克尔·乔丹1992年所创纪录。

点评：6月22日，当詹姆斯率领热火队以总比分4比
1战胜雷霆队时，经历了9年等待的“小皇帝”终于加冕
“皇位”。2010年8月，詹姆斯离开骑士队，投奔拥有两位
“巨头”韦德、波什的热火队。“转会事件”发生后，詹姆
斯遭受广泛批评，有人说他丢掉了尊严和忠诚，也有人
说他经历了蜕变和成熟。

为实现总冠军的梦想，詹姆斯在强大自己的同时选
择更接近梦想的平台，无可厚非。不管怎样，当詹姆斯捧
起NBA总冠军奖杯的那一刻，他是成功的、幸福的。

孙杨叶诗文接力“中国速度”
回顾： 伦敦奥运会上， 孙杨改写了中

国男子游泳无金的历史， 一举夺得400米、
15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 并刷新1500米自
由泳世界纪录。 小将叶诗文包揽女子200
米、 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 并打破400米
个人混合泳世界纪录。

点评： 孙杨、 叶诗文的横空出世， 带
给中国游泳里程碑式的胜利， 开创了中长
距离自由泳的 “孙杨时代”， 更实现了中
国体育方向性的突破。 “小鬼当家” 的中
国游泳 ， 开启了中国基础项目的突破之
旅 。 我国要想从金牌大国转变成体育强
国， 必须突破基础项目， 改变项目发展失
衡的现状。

“飞人”刘翔再次伤别奥运
回顾： 继北京奥运会后， 刘翔再一次

倒在了奥运赛场上。 单脚跳向终点， 俯身
亲吻最后一个栏架， 中国 “飞人” 以最深
情、 最悲壮的方式挥别奥运。

点评：从登顶世界之巅，到两次跌倒在
奥运赛场的栏架前； 从一瘸一拐地跌落谷
底，到改练更先进的“七步上栏”，刘翔在众
多质疑声中坚守梦想。 然而，惨烈的现实击
碎了他的梦想！ 刘翔历尽了一名运动员所
能经历的全部磨难和挫折， 他完成了中国
人乃至亚洲人在田径短距离跑项目上成功
挑战欧美选手的纪录， 他用梦想撑起了人
们超越极限、展翅翱翔的一片天空。

刘翔的身影虽已远去， 中国田径期待

整体崛起的梦想仍在继续。

CBA联赛创造“菜鸟”奇迹
回顾：3月30日，由马布里领衔的“御林

军”北京队以总比分4比1击败 “七冠王”广
东队，首次登上CBA联赛冠军宝座。

点评： 面对广东这支准国家队阵容， 首
次跻身CBA总决赛的北京队创造了 “菜鸟”
奇迹， 这是一次新力军的胜利。 京粤男篮的
此消彼长， 正契合了中国男篮新老交替的变
局。 后姚明时代， 中国男篮必须不断地补充
新鲜血液， 尽快完成新老交替。

马布里在北京队的成功， 产生了强大的
“大腕” 效应， 使得国际大腕纷纷 “抢滩” 中
国联赛。 麦迪、 阿里纳斯等前NBA全明星球
员的相继加盟， 更让CBA新赛季一票难求。

【国内篇】

【省内篇】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７日电 经历了奥运会
和欧洲足球锦标赛的２０１２年是个不折不扣的
“大赛年”。 年根将至，赛场上的浮华即将散去，
体育迷们是否还记得那些“体坛好声音”？

“体育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公
民的价值观，如果一块金牌可以超越我们的价值
观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价值观比金牌低。 ”

———金牌与价值观孰重孰轻？ 姚明在伦敦
奥运会期间的一些话点透了“金牌”和“体育”之
间的区别。

“我就是一个北京娃。 ”
———挤地铁、学相声，看国安，马布里怎么

看都是个 “北京娃”，“马政委” 在北京捧起了
ＣＢＡ总冠军奖杯，也找到了家的归属感。

“不能拿个别出现的兴奋剂事件来评价整
个中国游泳， 就好像我不能因为在哪个国家遭
遇小偷，就说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小偷一样。 ”

———某些人用 “翻旧账” 的方式来质疑孙
杨、叶诗文在伦敦的横空出世，中国游泳队领队
许琦巧妙地驳斥了这种以偏概全的谬论。 中国
凭什么不能出现游泳天才！

“当运动员在场上打的时候，每一颗子弹都
穿透了教练的心脏。 ”

———易思玲拿下伦敦奥运首金前， 她在广
东射击队时的恩师付均为了平复心情吃了一颗
降压药，老付的好友，主管黄村基地医疗的老陈
在一旁道出了所有射击教练的心声。

2012年“体坛好声音”

图为2012年8月4日， 孙杨获得伦敦奥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后身披国旗庆祝。 新华社发

2012体坛大盘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