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牌
○在纯银的基础上
使用超过6克镀金
制作，重556克。
银牌
○纯银材质，重550
克。
铜牌
○95%的铜+5%的
锌，重450克。
○奖牌直径均
为 85 毫米，最
薄处为 7.7 毫
米，最厚处为
12.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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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昨天上午进行的射击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姜冉馨/庞伟组合依靠决胜
局的最后一枪击败俄罗斯奥委会组合夺冠，35岁的

“四朝元老”庞伟时隔13年再圆金牌梦，不知刚说有退
役想法的他，是否会再发少年狂。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当天下午进行的射击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杨倩/杨皓然组合战胜美
国组合夺冠，“00后”杨倩自夺得中国代表团首金后，
再度夺金，风华正茂！

被搭档喊作“叔叔”庞伟13年后再圆梦

坚持是一种修行，庞伟一直在践行。
2005年，19岁的庞伟进入国家队，成为当时中国

射击队最年轻的队员，如今，他已经是中国射击队中年
龄最大的队员。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19日，庞伟度过
了自己的35岁生日。

和他一起夺得金牌的搭档姜冉馨，2000年5月出生，
庞伟则是1986年7月出生，比前者大了一轮还多。私下
里，庞伟会叫姜冉馨“大侄女”，而姜冉馨则会喊庞伟“叔
叔”。姜冉馨表示，这是两人拉近关系的一种称呼。

作为叔叔辈选手，庞伟在训练中需要付出的更多，

加上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对于庞伟而言需要承担的
也更多。其父亲就表示，庞伟这几年很辛苦，训练压力
挺大，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

2008年，庞伟在北京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在男子
10米气手枪决赛中以688.2环夺得金牌，为中国射击
队赢得那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
庞伟以总成绩683.7环获得第四名；2016年里约奥运
会，庞伟决赛打出180.4环的成绩，获得铜牌。

第四次踏上奥运战场，庞伟的目标很明确：“将竭
尽全力让五星红旗在东京赛场升起。”

如今，他再次圆梦奥运！
有意思的是，在7月24日夺得10米气手枪铜牌的

庞伟，表示这可能是自己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没想
到3天后就夺得金牌！既然如此，还会继续坚持吗？要
知道，巴黎奥运会3年后举行，届时庞伟38岁，应该还可
以坚持，他还能向个人奥运第3金、甚至第4金发起冲
击。对此，庞伟的回答很简单：“先嘚瑟一阵儿吧！”

一届奥运成就双金 杨倩和伙伴们潜力无限

以庞伟为代表的老将象征着坚持，以杨倩为代表
的年轻选手象征着未来。

本届奥运会，中国射击队大多为2000年左右出生
的年轻选手，孩子们已经展示出高超的技艺和超强的
心理素质。

杨倩2000年7月出生，21岁，在女子10米气步枪
项目夺金，获得中国代表团本次奥运会的首金。昨天
搭档1996年2月出生的杨皓然再次夺冠，一届奥运会
就收获了两枚金牌。

杨皓然也不简单，25岁的他是男子10米气步枪铜
牌获得者，该项目的银牌获得者也是中国小将——盛
李豪2004年12月出生，现在才16岁！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00后”运动员大
幅增加，仅中国射击队就有6个“00后”。孩子们很激
情，也很沉稳，生在新时代的他们也有着更多的个性化
表达——做美甲、发微博美照、追星。

以杨倩为例，从微博上来看，她就是追星一族，不
但去现场看过白敬亭和潘玮柏，也给蔡徐坤点过赞，同
时，去现场看过高中篮球联赛的她，也给男篮队员胡明
轩点过赞。

年青一代用自己的方式走向舞台的中央，潜力无限。
就像许海峰在杨倩夺冠后的题词：YYDS（永远的神）！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包靖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本届东京奥运会
奖牌，那就是“垃圾”。这里的“垃圾”可不是
贬义形容词，而是我们常说的“电子垃圾”，
是指奥运会奖牌的材料来源。

据介绍，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金、银、铜
牌总计有5000余枚，做成这些奖牌的原材
料金、银、铜等金属，都是提取自废弃的电子
产品——电子垃圾中。

奖牌材料来自“电子垃圾”

东京奥组委介绍，从2017年4月1日
开始，日本就展开了一个名为“从都市矿山
打造全民奥运奖牌”计划，希望从日本各地
收集废弃电子设备来制作奥运会的奖牌。

何为“都市矿山”？这一概念是日本东
北大学研究所教授南条道夫于1988年提出
的，他将现代都市中存在的大量废弃电子垃
圾比作为“矿山”，因为其中包含了多种贵金
属元素。

废弃电子产品中除可以提取回收铁、
铜、铝、塑料等一般原材料外，还能提取回收
白金、金、银等贵重金属，以及钯、铟等稀有
金属。专业人士会通过化学或机械处理手
段，分离出其中有价值的部分。

虽然单部设备的贵金属蕴藏量较小，但
汇集起来却有着惊人的规模。日本最大的
黄金零售商TANAKA会社经理岛野和子
说：“如果想取出3g重的黄金，需要开采一
吨的金矿，但换成手机只要100台左右就行
了。”

为了落实这一计划，东京奥组委在日本
近7000个邮局、大型商场和地标建筑附近
设立一种黄色的回收箱，让民众自行前往捐
赠，同时也提供上门回收服务。

除了废旧手机，笔记本电脑、游戏机、数
码相机，乃至是吹风机、吸尘器等部分小型
电器，都可能成为奥运会奖牌的一部分。用
回收材料制作奖牌的创意活动，也让民众极
具参与感。

耗时两年，东京奥组委在全国收集了约
78985吨小家电和621万部旧手机，从中提
炼得纯金约32公斤、纯银约3500公斤、以

及铜约2200公斤，刚好满足奥运会所有奖
牌所需要的材料。

虽然奖牌的原材料是电子垃圾，但分量
却毫不含糊。据说，这届奥运会的金、银牌
重量还创下夏季奥运奖牌重量之最，铜牌与
前两届持平。

其实根据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奖牌用
料的规定，一块金牌中只要包含6克黄金和
92.5%的白银就可以了。对于大小厚度也
没有严格要求，但是一般要求直径不得小于
60mm，厚度不能低于3mm，所以一般金牌
的重量就在400g左右。

日本厂家重视回收可再利用资源

日本把资源再利用命名为“mottai-
nai（日文原意是珍惜物品）运动”加以推
广，并致力于将这一日语固有俗语中所蕴
含的环保理念向世界传播。这一非常口
语化的用语，是因2005年首次访日的肯
尼亚社会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女士对此
话产生共鸣而开始流行起来的。马塔伊
2004年12月曾因在环境领域有杰出贡献
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年负责接待马
塔伊访日的环境大臣、现任东京都知事小
池百合子是这一“mottainai运动”的积极
倡导者。

日本一家名为ReNet Japan的公司
是这次“从都市矿山打造全民奥运奖牌”活
动的积极推动者。社长黑田武志曾表示，要
在未来25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推广这一

“mottainai运动”，让环保、循环再利用的
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要培养那些参与这一
活动的孩子对奥林匹克的兴趣，立志于有一
天能成为奥运选手。

如今，日本已有越来越多的厂家重视在
电子垃圾中回收可再利用资源。像松下电
器等都专门有旧家电产品回收工厂，在那里
我们看到各种从旧电视机、旧冰箱等提取出
来的可再利用的材料，感叹人类正在进入一
个有效利用资源与能源、向地球尽量少索取
的时代。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等

张家齐/陈芋汐女子双人10米台夺冠

兑现五年前的承诺
陈芋汐站上冠军领奖台

在曹缘/陈艾森无缘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后，昨
天，两位“04后”的小姑娘、被称为“奇袭组合”的张家
齐/陈芋汐在女子双人10米台中夺冠，为中国代表团夺
得第8枚金牌。两人夺冠的分数高达363.78分，比第
二名足足高出52.98分，这差不多相当于一轮规定动作
的分数，网友也称这次夺冠是“断层式碾压”，提议赶快
给妹妹买芭比娃娃。

“断层式碾压”最早来源于娱乐圈，形容某些流
量明星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明星，明显不在一个档
次。张家齐/陈芋汐两人与第二名的巨大分差，也让

“断层式碾压”成功出圈。
在某平台的解说中，著名体育解说员苏东就表

示，张家齐/陈芋汐在进行一个比赛，其他选手是在
进行另外一个比赛。在网友看来，两人的表现简直
是完美无缺：“断层完虐！yyds（永远的神）”“断层断
层！太牛了”……

张家齐2004年5月28日出生于北京，奥运前才
刚满17岁；陈芋汐2005年9月11日出生于上海，现
在还未满16岁。中国跳水队在女子跳台项目上历来
有“英雄出少年”的传统，如今在张家齐和陈芋汐身
上得到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张家齐和陈芋汐的偶
像分别是郭晶晶和吴敏霞。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
年仅10岁的陈芋汐看着电视里师姐吴敏霞站上冠军
领奖台时，她曾告诉自己，“我要向姐姐学习，认真训
练，争取出好成绩！”如今，陈芋汐兑现了承诺。

除了“断层式碾压”的成绩，两人如同“复制粘贴”
的外形和动作也成功圈粉——两人身材体型基本差
不多，发型也基本一致，比赛时动作完全同步。有网
友评论说，她们简直是一对“复制粘贴”的萌妹子。

张家齐和陈芋汐不仅长得萌，还靠奶声奶气的
声音获得了关注，这对“奇袭组合”堪称中国跳水队
的可爱担当。在一段奥运会开始前的自我介绍视频
中，网友纷纷用“可爱”“萌”来形容两个小姑娘，调侃

“把她们带回家”。
2019年世锦赛夺冠后，张家齐在接受采访中，以

小奶音博得了观众的喜爱，她提及获得冠军后，希望
教练能送给自己一个芭比娃娃。奥运夺冠后中国网
友也在微博上放话：“芭比娃娃，要多少买多少！”“现
在！立刻！马上买！”“赶快给妹妹买一套芭比梦幻
豪宅。”甚至主动提出给妹妹们买芭比娃娃，询问如
何才能送到她们身边。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尽管输了两场，我相信中国女排能够复制里约奥
运的辉煌。”昨天上午，在中国女排0：3不敌美国女排
后，队员袁心玥的妈妈周波告诉记者，她仍然对女排的
奥运会前景充满信心。

“好球！”“漂亮！”这天上午，江北区北滨路的一间
茶楼的包间里热闹非凡，袁心玥的父母袁春武和周波
与几位亲朋好友正在一起看球，周波还特意带来了红
色T恤给大家，他们边看边挥舞着国旗，为袁心玥和中
国女排加油。

开场，中国女排就落后，袁妈妈也看出朱婷的手腕
上缠着绷带，“看来还是手腕有伤有影响，而且比赛刚开
始就落后，大家的发挥还是有点紧，互相保护不太够。”

当朱婷打中一球将比分扳成8：8，现场一片欢腾，随

后拦网又连得三分，“大家的信心上来了，就是要这种球
涨士气，你看，姑娘们的表情跟第一场完全不一样了。”

15：16落后时，袁心玥打中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球，
周波也开心不已。

第一局，双方比分就咬得非常死，打得比较艰难，
但女排姑娘们的气势没有输。袁妈妈说：“今天中国队
的眼神都和上一场打土耳其时不一样。”

第二局一上来，袁心玥就连得两分，在场的人都欢
腾起来，“感觉我们幺儿要爆发了！”袁妈妈说。“我们在
这边加油，她在现场感应得到！”看着袁心玥长大的何
阿姨也激动起来。

尽管前两局中国女排都不敌对手，但分数都打到
了20分。第三局打到8：9时，袁心玥又是快攻连得两

分，此时又是拉尔森扣球打手出界帮助美国得分，袁妈
妈也感叹这位老将确实是经验丰富。最终，中国女排
还是以21：25落败，0：3不敌美国。

本场袁心玥本场拿下9分，袁妈妈也认为女儿在逐
渐进步，“进攻还要加强，拦网和小球打得可以，尤其是
气势还在，这场过去就过去了，做好准备迎接下一场。”

“大赛的状态就是一步一步的释放，奥运会每场都
是恶战。”袁妈妈称赞中国女排比打土耳其放得开，回
忆起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也是小组赛发挥不佳，只是
以小组第四出线，但最终一路夺冠，她表示，“只要每一
场比上一场都有进步，效率更高，场场坚持去拼，小组
出线是没问题的，我相信中国女排能够复制里约奥运
的辉煌。”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为了凸显环保理念，除“变废为宝”的奖
牌外，东京奥运会的环保理念还体现在如下
方面。

借木材：奥运村广场使用的2000多立
方木材是从全国各地“借”来的，奥运结束后
拆除后还要返还给地方。

纸做的床：奥运村居住区内运动员的床
是用硬纸搭建的，材质为瓦楞纸。

易清洁的床垫：东京奥运会运动员床垫
使用无毒的聚乙烯材料制造，用水一冲就能
去除污渍，非常容易清洁。

塑料瓶做颁奖台：东京奥运会颁奖台使
用废弃洗涤剂瓶、海洋回收塑料垃圾的再生
塑料制作。他们从日本各地2000多个地方
来收集塑料，包括零售店、写字楼、学校等各
种场所，尤其是在学校，还将回收活动做成
了一次教育活动。

火炬材料：樱花造型的火炬材料为
2011年大地震后为难民们建造的临时住房
废料。

电能：奥运村、残奥村、比赛场馆所用电
源均来源于可再生能源。

尽管东京奥运会的“抠门”让很多网友
吐槽，但将资源循环利用，不给环境带来负
担的做法，可以看出日本对环保理念的坚
持，还是值得称赞的。

要知道，我们人类的环境污染日益严
峻，比如海洋里的垃圾可以说到了触目惊
心的地步。

食物链是个圈，不要以为这些垃圾只是

污染了海洋，残害了动物。被垃圾和塑料有
害物污染过的鱼虾等海洋生物，一旦被摆上
人类的餐桌，这些“有害垃圾”就进入了我们
的身体。

东京奥运会借机会将“环保”理念传达
给世界各国，呼吁大家将资源循环利用，这
样看来，用“垃圾”做成的奖牌、奥运火炬、领
奖台有着很特别的意义。

知道吗？奥运奖牌是“垃圾”做的
日本从各地收集来的8万吨电子垃圾中提取金、银、铜等金属

制作出了5000余枚奖牌

将环保理念进行到底

日本人环保意识让世界尊敬

中国射击队昨天收获两枚金牌，混团已是稳定冲金点

老骥伏枥 他时隔13年再圆金牌梦
风华正茂 她一届奥运会成就双金

虽然0：3输给美国队后遭遇两连败

袁心玥妈妈：气势还在，坚信女排能复制里约辉煌

7月27 日，在东
京奥运会10米气手枪
混合团体比赛中,中国
选手姜冉馨（左）/庞伟
夺冠。

7 月 27 日，在东
京奥运会10米气步枪
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
选手杨倩（左）/杨皓然
夺冠。

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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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国女排能复制里约辉煌希望中国女排能复制里约辉煌

今天，东京奥运会在
三人篮球、橄榄球、游泳、
跳水、柔道、击剑、公路自
行车、竞技体操、赛艇、举
重、马术、冲浪等项目产生
23 枚金牌。中国奥运代
表团在赛艇、跳水、举重等
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

赛艇
“亮宇组合”冲击金牌

上午 8 点半，张亮和
刘治宇将对男子双人双
桨 赛 艇 的 金 牌 发 起 冲
击。张亮和刘治宇的男
子双人双桨也是本次奥
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夺金
点之一。

2019 年赛艇世锦赛
上两人夺冠，顺利取得奥
运会的参赛资格。2020
年世锦赛，两人卫冕成
功。在今年5月份世界杯
卢塞恩站比赛中两人再
次夺冠，可以说他俩是奥
运会赛艇男子双人双桨
A组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游泳
小将王简嘉禾
出战1500米

上午 11 点 55 分，游
泳比赛将进行女子 1500
米自由泳的决赛，19岁的
小将王简嘉禾将全力冲
击这一枚金牌。

王简嘉禾是里约奥
运会后进入国家队的，
2018年之后，王简嘉禾屡
次斩获长距离自由泳的世
界冠军。在 26 日进行的
预赛中，王简嘉禾打破了
亚洲纪录，以第二名的身
份进入决赛，决赛拼下这
枚金牌的难度还是很大。

跳水
新老组合
战男双三米板

下午 2 点，王宗源和
谢思埸将联手冲击男子
双人三米板的金牌。

谢思埸是这个奥运
周期最好的男子单人三
米板的选手。其搭档是
2001年的小将王宗源，两
人同属技巧型选手，在同
步上做得会更好一些。
但是两人参加完 2019 年
的军运会之后，就碰上了
疫情，所以两人大部分时
间都是在训练场上度过，
只要稳定发挥，就能拿下
这枚金牌。

举重
石智勇力争卫冕

今日18点50分，在男
子举重 73 公斤级的决赛
场地上，石智勇将亮相。
作为里约奥运会男子举重
67公斤级的冠军，石智勇
是本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24名奥运冠军之一。

2018 年石智勇增加
了体重，从67公斤级调到
73公斤级，仍在不断刷新
该级别挺举、抓举和总成
绩的世界纪录。

除了这四个项目之
外，中国体操队的肖若腾
和孙炜将出现在体操男
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中，表
现出色的中国女子三人
篮球队也有望杀入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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