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鄺御龍）由於近幾
屆奧運中國國家隊都
能奪得好成績，於獎

牌榜「坐亞望冠」，下月的里約奧運當
然希望能繼續保持佳績，所以今屆將派
出共711人的代表團出征巴西，為國家
隊歷來境外最大規模。
今屆國家隊的參賽選手達416人，

較 2012 年倫敦奧運時多出 20人，
男、女健兒比例更傾向「陰盛陽
衰」，男子選手減少了11人，反觀女
子選手則增多了31人。目前女子選手

佔國家隊全體選手為61.5％，巾幗英
雌愈來愈受器重。選手平均年齡維持
在大約24歲，最年少的仍是14歲，
但最年長的已降低了2歲。比賽經驗
方面，有108人參加過四年前的倫
奧，當中35人曾在以往各屆奪得金
牌，林丹、吳敏霞、陳穎等27人更是
在倫奧摘金，他們三人和易建聯等甚
至是「三朝元老」。
而參賽大項中，國家隊由上屆的23

個增多至26個，除了手球和新增的七
人欖球外其餘項目都有份染指；反觀
小項則減少了2個。

出征人數創新高 以老帶新前景好

近兩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資料比較
2016年里奧 2012年倫奧

代表團總人數 711人 621人

參賽運動員 416人(160男256女) 396人(171男225女)

首次參加奧運 303人 244人

曾經奪金選手 35 32人

少數民族選手 32 25人

平均年齡 24歲 24.68歲

最年少 14歲(艾衍含，游泳) 14歲(邱鈺涵，游泳)

最年長 39歲(陳穎，射擊) 41歲(劉英姿，射擊)

比賽大項 28個 26個

比賽小項 306個 302個

參賽大項 26個 23個

參賽小項 210個 212個

開幕式旗手 未公佈 易建聯(籃球)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
華在動員大會上表示，此次代

表團總人數為711人，是中國隊境外參加
奧運會規模最大的一屆。其中運動員416人
（女256人，男160人），教練員、領隊、
科醫人員等295人。教練員中包含了美國、
德國等11個國家的29名外教，分別涉及田
徑、游泳、女足等17個項目。

共35名奧運會冠軍參賽
參賽的416名運動員來自全國29個省區市
以及解放軍，其中有滿族、蒙古族、回族
等10個少數民族的32名運動員。運動員平
均年齡為24歲，年齡最小的是游泳隊的艾
衍含，14歲；最大的是射擊隊的陳穎，39
歲。
蔡振華表示，本次代表團中首次參加奧運
會的為302人，佔參賽運動員總數的73％，
113人參加過奧運會，佔代表團運動員總數
的27％。女子射擊運動員陳穎、女子跳水運
動員吳敏霞、男子羽毛球運動員林丹、男子
籃球運動員易建聯等已經分別參加了3屆奧

運會，是代表團中參加奧運會最多的運動
員。
參賽運動員有來自12個項目的35名奧運

會冠軍，其中27名為倫敦奧運會冠軍，包括
了李曉霞、吳敏霞、陳穎、張成龍、林丹、
吳靜鈺、孫楊等運動員。
據介紹，本屆奧運會共設28個大項306個

小項，中國代表團共報名參加除橄欖球和手
球之外的其餘26個大項210個小項的比賽。
其中射箭、現代五項、舉重、跳水、花樣游
泳、體操、蹦床、藝術體操、籃球、乒乓
球、羽毛球、高爾夫球等項目均滿項報名參
賽。

競走名將劉虹意外落選
世錦賽100米自由泳冠軍寧澤濤此前傳言

因簽約贊助商與國家隊贊助商存在品牌競爭
將因此無緣里約奧運會，但隨寧澤濤出現
在動員大會現場，傳言不攻自破。而競走名
將劉虹的落選，讓人意外。2015年田徑世錦
賽女子20公里競走項目上，她為中國隊奪得
了唯一的金牌，前兩屆奧運會，劉虹均獲得
第四名。
第三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當地

時間2016年8月5日至8月21日於巴西里約
熱內盧舉行。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共有參賽選

手639人，創造歷屆奧運參賽人數之最，同
時也獲得了史上最好成績，共獲得51枚金
牌、21枚銀牌、28枚銅牌，雄踞金牌榜第
一、獎牌榜第二。2012年倫敦奧運會中國代
表隊共有參賽選手396人。

「小鮮肉」寧澤濤可以去里約了！18日的中國奧運代表
團成立儀式上，這位備受關注的游泳名將如願現身，從而
打消了外界對其無緣里約奧運會的擔憂。
今年6月30日以來，有關寧澤濤因「私簽代言」被取消

奧運資格的傳聞甚囂塵上，甚至一度傳出他遞交退役申請
的消息。對於此事，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始終
沒有發佈任何消息，這一態度也讓外界對於寧澤濤的里約
奧運前景充滿猜測。
不過，如今隨中國奧運代表團游泳項目大名單的公

佈，赫然在列的寧澤濤終於可以確定拿到奧運會門票。屆
時，他有望出戰男子100米和50米自由泳兩個項目，而他
和孫楊也成為中國泳軍在里約奧運會上的最大看點。
「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特別榮幸，特別驕傲，」會

後，面對數十名記者的「圍堵」，寧澤濤回答道。不過對
於如何「解禁」的問題，他始終三緘其口。對於記者的再
三追問，他表示，里約奧運會的最大目標就是「不斷突破
自己，創造新的成績。」
作為中國泳軍的標誌性人物，寧澤濤曾先後斬獲仁川亞

運會男子自由泳50米、100米冠軍，並在第16屆喀山世界
游泳錦標賽男子100米自由泳決賽中以47秒84榮獲冠軍，
創造了亞洲游泳的歷史，成為中國游泳隊繼孫楊、葉詩文
之後，衝擊里約奧運會金牌的又一大主力。不光如此，他
英俊的外表也備受公眾喜愛，「亞洲飛魚」「泳壇新男
神」等都是粉絲們給他起的綽號。
當日，寧澤濤被不斷上前要求合影的「粉絲」圍了個近乎
水洩不通，這其中甚至包括了以「顏值」著稱的藝術體操隊
隊員。他也成為大會期間最為忙碌的運動員。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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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35冠軍領銜征里奧
代表團成立 416健兒赴會創境外參賽紀錄

20162016年年77月月1919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19 中 國 新 聞■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周偉志

中國歷屆奧運獎牌榜
奧運會 參賽大項(總數) 參賽選手 參賽小項(總數) 金牌 銀牌 銅牌 總數 總排名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 16(21) 225 — 15 8 9 32 第4名

1988年漢城奧運會 21(23) 300 — 5 11 12 28 第11名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 20(25) 251 — 16 22 16 54 第4名

1996年阿特蘭大奧運會 22(26) 309 — 16 22 12 50 第4名

2000年悉尼奧運會 24(28) 311 — 28 16 14 58 第3名

2004年雅典奧運會 26(28) 407 203(301) 32 17 14 63 第2名

2008年北京奧運會 28(28) 639 262(302) 51 21 28 100 第1名

2012年倫敦奧運會 23(26) 396 212(302) 38 27 23 88 第2名

魏秋月趕上末班車
參加里約奧運會的中國體育代表團名單昨日

公佈，備受關注的中國女排12人名單也隨之揭曉。
不過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表示，目前公佈的名單並
不是最終版，仍有變數，但可以確定的是老將魏秋
月入選。在昨日公佈的中國代表團名單中，中國女
排的12名運動員分別是惠若琪、魏秋月、徐雲麗、張常寧、顏妮、朱
婷、楊方旭、袁心玥、丁霞、劉曉彤、龔翔宇和林莉。曾春蕾、沈靜
思等球員不在這個名單之內。 ■新華社

廖輝退役無緣里奧
就在里約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名單宣佈之前，
無緣里約的男子舉重69公斤級的世界霸主廖輝
昨日在社交媒體上宣佈退役。
他在微博上說：「這些年經歷了很多，有淚
水，有徬徨，有不甘，有隱忍，而支撐我，
讓我咬牙堅持的動力是對舉重的熱愛，對勝利
的渴望，是想再一次踏上奧運征程的目標。走到今天，或許結局不該
以這種方式畫上句號，但是付出了，就無怨無悔。今天，我正式宣佈
退役，謝謝大家這些年對我的關心和照顧，未來會怎樣，我不知道，
但在另一片天空，我會努力做到更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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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名運動員將出征里約。發揮最高水平、爭取最佳
成績仍然是體育健兒們的最大目標，但同時要指出的
是，「唯金牌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讓每位選手都成
為「中國榜樣」應該是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最大目標。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至今，中國體育健兒們在奧運會

上爭金奪銀為國爭光，從許海峰到女排，從劉翔到孫
楊，一代代體育人用自己在奧運會上的出色表現激勵
國人，金牌在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上作用明顯。
32年過去了，在新一屆中國軍團即將出征之際，無論

是中國代表團還是中國普通民眾的體育價值觀都在發生
變化。
金牌令人激動，但回顧奧運歷史，最打動人的卻未必
是金牌，正如我們會永遠記得「偉大的倒數第一」阿赫
瓦里。他那句「我的祖國把我從7,000哩外送到這裡，不
是讓我開始比賽，而是要我完成比賽」，已經成為奧運
史上最經典的語錄之一。中國體育是時候徹底拋掉「唯
金牌論」了。無論奪金與否，希望每位中國選手都能在
奧運賽場上成為「中國榜樣」。 ■新華社

「唯金牌論」可以休矣
期待「中國榜樣」

■■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右右））會會
見中國體育代表團見中國體育代表團。。 新華社新華社 ■■里約奧運中國代表團昨誓師里約奧運中國代表團昨誓師。。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藝術體操隊與蹦床隊中國藝術體操隊與蹦床隊
部分隊員會後合影部分隊員會後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魏秋月魏秋月

■■寧澤濤寧澤濤
（（右右））昨昨
出席成立出席成立
大會大會。。

新華社新華社

■■廖輝廖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琳 北京報道）昨日下午，里約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動員大會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代表團正式宣告成立。與此同時，備受關注的中國奧運代表團的

參賽名單也最終確定，其中有35名奧運冠軍，此前有傳言稱將無緣里約奧運會的游
泳名將寧澤濤順利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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