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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一切结束! 都预示着新的开始" 所有

离别!皆蕴含着重逢的希冀#

燃烧了
*+

天的奥林匹克圣火
!*

日

晚在马拉卡纳体育场缓缓熄灭 #璀璨的焰

火照亮里约热内卢夜空 !希望的种子播撒

在广袤的南美大陆 !植根于所有热爱体育

与和平的人们心中 # 赛场上的拼搏与努

力 $欢笑与泪水 $奋斗与荣耀 !化作心灵

深处的美好记忆 ! %团结 $友谊 $进步 &的

奥林匹克精神光耀现实 !照亮一个崭新的

世界 #

感谢里约! 为有着
*!"

年历史的现代

奥林匹克运动注入新活力# 作为继墨西哥

城和北京之后第三个承办奥运会的发展

中国家城市 ! 里约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 !

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届可圈可点的奥运盛

会#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闭幕式上

评价的 '%这是一届在 (非凡之城 )举办的

非凡奥运# &富有创意的开闭幕式!让奥林

匹克与绚烂奔放的南美文化激情碰撞 "绿

色节俭的办赛理念!让国际奥委会
!"!"

改

革议程启动后的首届奥运会清风拂面 "里

约奥运的舞台上 !记录着人类挑战极限刷

新的
!!

项世界纪录 ! 见证了越南 $ 新加

坡 $斐济 $波多黎各等
*"

个国家和地区的

运动员首次分享奥林匹克最高荣耀**这

一切不但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勃勃生机 !

也让奥林匹克精神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绽

放光芒$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致敬体育! 为人类对和平发展的不懈

追求注入新动力# 没有国旗$没有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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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难民运动员代表
+,""

万颠沛流离的难

民和无家可归者首次登上奥运舞台 !从游

出 %最美一分钟 &的叙利亚少女尤丝拉到

%想成为世界冠军 &的苏丹田径选手保罗 !

他们的坚持 !诠释着参与的精神 !传递着

和平的信念 # 面对纷扰不断 $很不太平的

世界 ! 奥运健儿们用体育的光芒点亮未

来# 新西兰选手汉布林和美国选手阿戈斯

蒂诺跑道摔倒相互帮扶!

-*

岁的丘索维金

娜体操赛场挑战最难动作 !%飞鱼 &菲尔普

斯和 %闪电 &博尔特续写传奇**生命的

张力$人性的光辉 $胜利的酣畅 !在一个个

浓缩的瞬间竞相绽放 ! 散发出跨越国界 $

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它触动我们内心深

处最柔软的地方 ! 让人们一次次见证奇

迹 $激荡梦想 !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而努力奋斗#

点赞中国!为
*.

亿人口大国的体育发

展带来新希望#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

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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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体育健儿奋力拼搏 ! 摘得
!+

金
*/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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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队
,

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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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世界

纪录 !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 年轻的中国女

排绝境夺冠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 荡气回

肠 " 老将新秀在自行车道上炫出中国红 !

石破天惊 "短跑健儿在田径场上刻下中国

速度 !意气风发**无论是一分一分咬牙

顶 $一场一场迎难上的拼搏过程 !还是国

歌响起 $国旗升起的光荣时刻 !总能唤起

人们爱国主义精神的情感共鸣 !激发振兴

中华的梦想力量#以%

0"

后&为主体的体育

健儿 !从不缺少为国争光的热血担当 # 竞

技场上张扬洒脱 !面对挑战自信从容+++

他们用青春洋溢的形象 !勾画着中国体育

的时代面孔 !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的希

望所系$力量所在#

里约奥运会! 也让中国体育站在了自

我审视的新起点上 # 走过里约 !我们感受

到一种可喜变化 '民众既为摘金夺银欢欣

鼓舞!也更加理解更快 $更高 $更强的体育

真谛# 超越竞技体育!走向全民健身!正在

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奥运 %打开方式 &#

走过里约 ! 我们更加坚定了一种信念 '只

有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在新的起点上

实现体育事业新发展新进步 !才能让体育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进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 !才能奋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新跨越#

里约奥运会虽已落幕! 但梦想的赛场

没有告别 "时代发展瞬息万变 !但奥运精

神永不磨灭 # 今天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 !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 # 让我

们带着难忘的里约记忆再次出发 !鼓舞昂

扬斗志 $汇聚信心力量 !在团结与拼搏中

挥写我们共同的梦想#

壮哉 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 洪荒之力, &%中国女排一直是我心中的

神,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一定是中国红&**当近
!4

亿中国观众聚焦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当全世界华人瞩目

这场意义远超体育竞赛的巅峰对决!一份久违的感动像闪

电击中亿万观众!一股雄奇的力量穿越重洋!叩响每个中

国人的心扉#

中国女排再夺奥运冠军! 让人忆起曾经的光辉岁月#

%5

年前的冬日!女排姑娘首次荣获世界冠军#咚咚的%铁榔

头&!敲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战鼓!提振了中国人

的精气神# 这支光荣的队伍不仅是竞技舞台上一张亮丽的

国家名片!更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励志榜样# %三连冠&%五连

冠&!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人民呼唤精神力量的时代!中

国女排以她们无畏的拼搏精神跨上巅峰! 向世界证明了

%中国人能行&# 在那个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中国奋力追赶

世界的时代!女排精神如同一面旗帜!让世人看到中国的

集体主义$爱国精神$自强意志!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创

造怎样的奇迹# 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

的女排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成为一

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价值标签#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

%4

多年来!女排姑娘有过成功登

顶的荣耀与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徘徊和迷茫# 但%跌的

有多深!反弹就有多强&!正如主教练郎平所言'%中国的女

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神!输了就没

有# 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 &坚守为国争光的梦想!

永葆求新求变的精气神!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用专业素养

提升实力!以开放包容博采众长!靠苦干巧干赢得竞争!这

是新时代女排精神的丰富内涵所在$持久魅力所在$深刻

启迪所在!也正是新长征路上的中国人不畏艰险$奋力追

上时代的底气所在$力量所在#

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 今天的

中国!时代正打开一幅全新的场景!冲顶更需要坚强的意

志$精神的伟力# 面对决胜全面小康的艰巨挑战!面对困难

众多的经济新常态! 我们依然要发扬历久弥新的女排精

神!去解决众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去化解%为山九

仞$功亏一篑&的风险!去应对暮气日长$锐气渐消的挑战!

为民族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动力#

%再难的逆境也绝不言弃&!%可以被打败但是绝不会

被打倒&!%哪有什么洪荒之力!不过是在咬牙坚持&!中国

女排正是凭着这样的执着勇毅去拼搏去奋斗# 今天!啃下

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头!涉过经济转型升级的险滩!都需

要发扬女排精神!去把困难踩在脚下!把责任扛在肩上!把

梦想化作风帆#

壮哉!女排精神, 加油!中华儿女,

!摘自"人民日报#$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中国制造&从未如此密集地在境外举办的奥运会上展现自己# 当中国健儿在奥

运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时!%中国制造&在另一片幕后的%赛场&上披荆斩棘!砥

砺前行!同样为祖国挣回一枚枚%金牌&#

新华社发

另一枚!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