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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加 达 亚 运 会

金牌数减少新人更可期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9月1日总结会
上指出，与仁川相比金牌下降有一定的
客观因素，比如，本届亚运会设项调整
较多，射击减少了多个中国队把握较大
的项目，增加了30多项中国队目前尚
未开展的武道项目。此外，另一个原因
是中国举重队因禁赛未参赛，一定程度
上导致本届亚运会金牌数量比上届的
151枚有所减少。不过，作为东京奥运
会的“中考”中国队在奥运项目上金牌
数量过百，证明了中国队在奥运项目上
的竞争实力。

特别是在游泳和田径两个大项上，
中国队进步明显。在田径和游泳的26
个小项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排名进入
了本年度世界前十；其中游泳有9个小
项世界排名进入前三，女子50米仰泳、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子400
米自由泳更是游出了今年世界排名第
一的成绩。显然，这些成绩的含金量都
值得肯定，尤其是刘湘还打破了50米
仰泳世界纪录。

值得肯定的是，参赛的中国选手
中，有74.6%的运动员为新人，他们从
未参加过亚运会、奥运会等综合性大
赛，这在中国军团的参赛史上也是比
例最高的一次。更让人欣喜的是，不
论是奖牌还是金牌选手，第一次参加
亚运会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七成，许
多选手还展现出世界级实力。例如，
16岁的游泳选手王简嘉禾获得三枚金
牌，其中两项成绩进入世界排名前六；
女子射箭运动员张心妍在反曲弓女子
个人项目上，成为40年来首位夺得亚
运会该项目金牌的中国选手；新增项

目女子滑板碗池赛，19岁的中国小将
张鑫首获铜牌；现代五项女子运动员
张明煜年仅17岁，首次参加亚运会就
获得金牌。

三大球复苏篮球最抢眼

仁川亚运会虽然有151枚金牌进
账，但中国代表团也是首次在三大球上
一金未得。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传统
三大球上终于复苏，收获了三枚金牌、
一枚银牌，除男足和男排之外，其他项
目都跻身决赛。

上一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以二队参
赛，虽然最终挺进决赛还是不敌金软
景率领的韩国队，本届亚运会，为了给
世锦赛练兵，中国队也派出了最强主
力，最终以不丢一局的成绩强势夺冠，
捍卫了中国女排在亚运会的荣誉。这
也是2010广州亚运会后，中国女排再
次登顶。

此外，还有中国男篮，最终击败了
哈达迪的率领伊朗队，时隔八年重新登
顶，而让人欣喜的还有中国女篮，击败
了实力强大的朝韩联队，为四年前的仁
川“复仇”。

当然，本届亚运会中国队还获得了
3对3男女篮两枚金牌，包揽了全部四
枚篮球金牌，这也是姚明成为中国篮协
主席后让人欣喜的成绩。

另外一个惊喜来自中国女足，低迷
许久的中国女足在外界不看好的情况
下闯入决赛，虽然90分钟时被日本队
绝杀，但从比赛过程看，中日之间的差
距并非想象中那么大，这枚银牌可谓

“价值连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多个项目有历史突破
本届亚运会，四川有41名选手参

加了体操、田径、跳水、铁人三项、网球
等22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帆船、滑翔
伞、桥牌、攀岩4个项目都是第一次有
四川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参加亚运会。

本届亚运会，四川选手共获得16
枚奖牌。其中，金牌9枚，银牌4枚，铜
牌3枚。多个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比如，桥牌首次在亚运会上获得金
牌。此外，作为队长的邵婷，随中国女
篮获得金牌，这块来之不易的三大球
金牌分量很重，也是四川篮球继1986
年李亚光在汉城亚运会夺金以来，时
隔32年再次有川将获得亚运会篮球
金牌，也是四川女子篮球队员首次在

亚运会上获得金牌。
刘佳丽在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追

逐赛和麦迪逊比赛中分别取得1银1
铜，这也是四川女子自行车队员继
1990年王雪梅获得争先赛银牌后时
隔28年再次获得奖牌。此外，邹敬园
的体操男子鞍马铜牌，也是四川选手
第一次在这个小项上有奖牌入账。

超五成选手登领奖台
本届亚运会，四川21名运动员登

上了领奖台，获奖率达51%；11人获
得金牌，夺金率达27%。33人取得前
8名的好成绩，名次率达80%。有10
个大项15个小项收获奖牌，有17个大
项28个小项获得名次。体操收获2金
1银，花游收获2金、跳水收获1金1

银，均与上届持平。截至本届亚运会
结束，四川已获得108枚亚运会金牌，
诞生了86名亚运金牌得主，138人次
登上亚运冠军领奖台。

作为难忘的瞬间，本届亚运会，川
将有许多传奇故事——32岁的蒋文
文、蒋婷婷，在历经了退役、结婚、生女、
复出后，时隔8年再战亚运，第三次收
获了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冠军，拿到了
她们4次亚运会参赛史上的第6枚金
牌，作为赛场上仅有的“妈妈级”选手，
各界纷纷用“传奇”来向两人致敬。

此外，老将“宝刀不老”的同时，本届
亚运会上，也有许多年轻的新星，本次亚
运四川的11名金牌选手
中，有6人是第一次参加
亚运会；21名奖牌选手
中，有13人第一次参加亚
运会。20岁的体操选手
邹敬园一人独得2金 1
银，其在双杠、鞍马项目
上的出色表现，让人们看
到了中国体操在东京奥
运赛场的希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甘露

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
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徐峥李晨关晓彤等进前十
冯晓刚范冰冰等榜上无名

2018年9月2日下午，由北京
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和中
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指
导，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与责任
云科技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责任
百人论坛暨《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
任研究报告（2017-2018）》发布
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研究
报告》以“好作品、好公益、好品行”
为主题，是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
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的著作。在这
份报告中，根据研究模型和数据挖
掘显示，徐峥、李晨、林志玲、关晓
彤等10名演艺人员位居明星前十
名。前十位明星的具体评价数据
为：徐峥（78.08分）、王俊凯（75.89
分）、易烊千玺（75.28分）、张艺兴
（65.55分）、王源（64.17分）、周迅
（62.95分）、李晨（61.80分）、林志玲
（61.49分）、杨洋（61.11分）、关晓彤
（54.90分）。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颇受关注
的范冰冰、冯小刚等人榜上无名，
而范冰冰在社会责任上的数据为
零分。

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
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洪忠发布，中
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秘书
长钟宏武，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副院长王宜文，国家行政学
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高级经济师
郭全中，《中国记者》值班主编陈国
权做了主题演讲。来自人民网、央
广网、新浪网、搜狐网、千龙网、北
京青年报、参考消息、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等多家媒体，以及科研机
构的50余名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在回答记者提问环节，张洪忠
和钟宏武进行了相关回答，课题组
有关人士解读了评价模型、数据来
源、指标设计等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北京现场报道

中美演员携手
成都演出成功
双语音乐剧《当爱》将进京公演

9月2日，记者在北京获悉，由
凉山州文旅集团、成都五彩云霞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和美国工合戏剧工
作室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双语音乐
剧《当爱/Flood in the Valley》，9
月4日至5日将在北京公演，中美
两国演员已从成都抵达北京。8月
30日至31日晚，这台中美两国艺
术家们共同合作的双语音乐剧，在
成都金沙剧场连演三场，观众反响
强烈。

音乐剧讲述了在不同的国家，
两对年轻人却面临着相似命运选择
的故事。在中国西南地区大凉山，
彝族某家支头人的弟弟布都与仇家
头人的女儿相爱，却因两家的仇恨
被迫分离。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黑人女孩罗妮与白人农场主的儿子
乔治·托马斯相爱，但却遭到战争中
受伤哥哥的强烈反对。

一边是中国西南地区大凉山的
彝族，一边是美国东南部阿巴拉契
亚山脉的原住民族，两种语言和音
乐在剧中交织，却毫无违和感，这让
许多成都观众惊艳不已。有观众称
赞，这样的中美文化交流，对加深中
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有积极
意义。该剧的音乐也让观众感到新
鲜和惊艳，所有的音乐都由乐队现
场伴奏，中美民族音乐和乐器及原
生态唱腔交叉表演带来天籁之声，
扣人心弦。

中方艺术总监、著名剧作家李
亭透露，这部音乐剧历经4年的酝
酿和碰撞。李亭和艺术总监、导演
Michael Leibenluft（李迈）往返中
美两国，多次采风，数月排练。“去
年，我们在美国工作了一周，我们发
现美国很多不同的种族有着和彝族
类似的命运脉络，大凉山的风土人
情和阿巴拉契亚也有许多足以唤起
我们共鸣的特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

中国军团132金收官

青春风暴
中国制造

9月2日，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大幕落下，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最终定
格在132枚，虽然在数量上和上届仁川亚运会的151金相比有所下降，但
男篮、女篮、女排“三大球”横扫一半金牌，男子百米苏炳添的突破，游泳
三个项目游出世界最好成绩，足以说明金牌的成色。

“亚运川军”
21人登台领奖
贡献9金4银3铜，获奖率达51%

18届亚运会在印尼雅加达落下帷幕，中国队收获132金，其中有9
金来自川军贡献。本次亚运会，四川有41名运动员参加，21人登上领
奖台，获奖率高达51%。其中，花游姐妹蒋文文和蒋婷婷作为妈妈级
选手，她们的夺冠让人感动，小花肖雁宁、小将邹敬园等第一次参加亚
运会都有亮眼表现。

看中国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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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亚运会2日落幕，在本届亚运
会女子20公里轮滑比赛中获得银牌的轮
滑运动员郭丹，担任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
团旗手，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以非
冠军选手出任旗手。

郭丹既是轮滑选手，也是冬奥速滑选
手，作为“跨界跨项”的标杆，她表示，自己
有幸担任闭幕式旗手，显然意义大于成
绩，“希望可以激励、带领更多的人尝试，
敢做梦，敢去挑战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

在昨晚的闭幕式上，下届亚运会主办

城市杭州接过了亚运会会旗，亚运会也就
此进入“杭州时间”。在雅加达亚运会游
泳比赛中摘得4金的中国游泳名将孙杨，
在“杭州时间”文艺表演中亮相，并向全亚
洲发出邀请：“大家好！我是孙杨。202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杭州！”随后，“青春舞
者”们在舞台上演热力四射的球类运动表
演，马云、孙杨、易烊千玺和“青春舞者”们
互相传递、抛接着印有2022年第十九届
（杭州）亚运会会徽的运动球，现场的气氛
瞬间被引爆。

临别回首，本届亚运会一些动人瞬
间已在脑海化作永恒。那是苏炳添百米
夺冠后的仰天长啸，是孙杨力夺四金后
的步履蹒跚，是姚明目睹篮球四冠后与
队员们的击掌相庆，是朝韩联队场边引
吭共唱“阿里郎”，是池江璃花子在泳池
内的矫健泳姿，是韩国男足决赛加时击
败日本时的纵情欢呼……这些瞬间，淋
漓尽致地展现了本届亚运会的口号“亚
洲能量”。

综合新华社

中 国 女 篮 队
长、川将邵婷在决
赛中上篮。

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郭丹在闭幕式上入场。

取得良好成绩的中国运动员在闭幕式上开心自拍。

孙杨领衔“杭州时间”，和马云、易烊千玺等一起向全亚洲发出邀请。

告别雅加达 亚运进入“杭州时间”

看川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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