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赛场上的“最”选手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１

日电 （记者

张硕 张永峰） 经过

１６

天激烈的比赛，

伦敦奥运会已渐入尾声。 盘点这些天的

比赛， 不仅各国选手的优异成绩令人难

忘， 一些“最” 选手也同样吸引了人们

的目光。

最年长参赛选手

奥运会很多项目有最小年龄限制，

但对最高年龄没有任何规定， 因此

７１

岁

的日本马术选手法华津宽便成为本届奥

运会年龄最大的选手。 早在

４８

年前的

１９６４

年东京奥运会上， 法华津宽就代表

日本队参加过马术比赛。 当时他参加的

马术项目是场地障碍赛， 后因视力问题

不得不改为比较舒缓的盛装舞步项目。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时，

６７

岁的法华

津宽就是年龄最大的参赛选手， 如今这

位已年过七旬的老将出现在了伦敦。 虽

然在个人盛装舞步项目上只取得了

４０

名

的成绩， 但是法华津宽显然并不在意。

“大家都说我是一个传奇。 但我只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而已。”

参赛次数最多选手

奥地利帆船选手胡贝特·劳达施尔

曾于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９６

年连续参加九届奥运

会， 被誉为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选

手。 但就在伦敦奥运会， 劳达施尔的纪

录被第十次参加奥运会的加拿大马术选

手伊恩·米勒所打破。

现年

６５

岁的米勒在

１９７２

年慕尼黑奥

运会时第一次代表加拿大出征。 之后除

了被加拿大政府抵制的

１９８０

年莫斯科奥

运会以外， 在每一届奥运会的马术赛场

上都能看到米勒的身影， 但直到

２００８

年

北京奥运会， 他才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

奥运会奖牌， 马术团体项目的银牌。

凭借自己前无古人的参赛纪录， 米

勒被戏称为“加拿大队长”。 “能够第

十次参加奥运会让我非常激动。” 奔赴

伦敦前米勒曾这样向媒体表示。

最长姓氏选手

参加伦敦奥运会男子举重

９４

公斤级

比赛的伊朗选手赛义德·穆罕默德·福尔

卡勒拥有本届奥运会参赛选手中最长的

名 字 。 其 姓 名

Ｓａｅｉ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ｐｏｕｒｋａｒｋａｒａｇｈ

长达

２７

个字母，

足以令每一个想叫出他姓名的人头疼不已。

最终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中， 哈萨克

斯坦名将伊雷因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总重

量

４１８

公斤轻松摘得金牌， 而今年只有

１９

岁的穆罕默德以总重量

４０２

公斤位列

第五。

其实穆罕默德的名字在整个奥运的

历史上， 还并不是最长的。

１９５６

年意大

利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上， 有一名运动

员的名字叫 ：

Ｍａｘ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ｒｉ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ｉｃｏｔ Ｂｒｕｎｏ ｄｅ ｌａ

Ｓａｎｔｉｓｉｍａ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ｙ Ｔｏｄｏｓ ｌ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 ｖｏｎ Ｈｏｈｅｎｌｏｈｅ Ｌａｎｇｅｎｂｕｒｇ

，

堪称“史上最长”。

领导干部必须勇于担当

□

秦志杰

古人云， “大事难事看担当， 顺境

逆境看襟怀”。

领导干部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能否敢

于负责、 勇于担当， 考验的是干部的党

性原则和政治品德。

领导干部如果敢作敢为、 不计较个

人得失， 就往往能在攻坚克难中辟出一

番新境界。 反之， 则事与愿违。 可以

说， 敢于负责、 勇于担当， 是一名好的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品德和作风。

勇于担当需要境界。 强者敢于担

当， 做事大多想到的是他人， 是“大

家”。 如焦裕禄、 孔繁森、 沈浩等一批

人民的好公仆， 从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

了崇高和伟大。 弱者怕担当， 做事想到

的大多是自己， 是“小家”。 领导干部

不能空有一腔担当的热血， 缺乏作为一

名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 那样只会

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勇于担当需要智慧。 面对党和人民

的重托， 领导干部不应蛮干、 盲干、 胡

乱干， 而应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大舞台

上，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学会巧干、

精干、 实干， 干出样子、 干出成效， 让

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

勇于担当需要责任。 勇于担当， 源

于强烈的事业心、 责任感。 领导干部应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履职尽责的强烈愿

望、 干事创业的崇高追求、 舍身忘我的

工作热情。 当前， 山城区旧城改造处于

攻坚阶段， 在房屋拆迁和项目建设中，

开拓创新工作是对担当精神的最好诠

释。 担当的责任意识应体现在锐意改

革、 积极创新、 敢于作为的工作干劲

上。 要以“等不起” 的紧迫感、 “慢不

得” 的危机感和“争一流” 的使命感去

工作， 使工作在难中求进、 难中争先、

难中创优。

勇于担当需要能力。 今日， 形势逼

人、 压人， 不解难题， 不只争朝夕， 不

争一流， 就有可能被形势落下、 甩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勇于担当须有

真本事、 真本领。 人， 有了能力， 可以

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 把常规转化为超

常规， 把似乎已成定局的失败转化为奇

迹般的成功。 领导干部应求真务实， 勇

担当。 不做无所事事的“太平官”； 不

做逃避责任的“滑头官”； 不做因循守

旧的“平庸官”； 不做好大喜功的“浮

躁官”。

勇于担当需要宽容。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对于勇于担当的干部要有

宽容心， 允许他们失误， 宽容他们的失

败， 营造鼓励探索、 支持创新的环境和

氛围， 消除担当者的后顾之忧， 使他们

干事时敢出新招， “敢于第一个吃螃

蟹”。

（作者系山城区汤河桥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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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区规定：各单位收缴的旧城改造资金必须由区财政

统一监管，建立专用账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确保每笔钱都用得明明白白

本报讯 “旧城改造项目资金关系

到工程项目质量、关系到农民工工资、关

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 要确保旧城改造

中的每笔钱都用得明明白白， 必须加强

监管……”山城区委书记胡润身如是说。

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统

筹新老区发展、实现新老区共生共荣”的

决策部署， 山城区全面实施了以棚户区

改造为切入点的旧城改造工作， 在旧城

改造过程中， 形成了诸如开发商缴纳的

信用保证金或押金等旧城改造资金。

设立专用账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旧城改造资金

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严肃财经纪律，有

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近日，山城区纪

委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旧城改造资金

监管的意见》，对

2008

年以来旧城改造工

程项目涉及的资金账户管理、使用程序、

监督检查、 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

定。

《意见》明确规定，各乡镇、街道和区

直有关单位收缴的各项旧城改造资金必

须由区财政统一监管，建立专用账户，实

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据了解，旧城改造资金主要包括：开

发商缴纳的信用保证金或押金、 施工单

位缴纳的工程质量保证金或履约保证

金、棚改户缴纳的购房款或租金、旧城改

造小区拆迁户缴纳的定金和购房款、旧

城改造小区门面房和住房出售的房款。

为增强旧城改造资金使用管理的规

范性、安全性，预防乱支挪用、私设“小金

库”等违规违纪行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

理腐败，《意见》规定，旧城改造项目资金

必须纳入区财政统一管理， 并派专人对

旧城改造资金收入和支出进行管理。

《意见》要求各乡镇、街道和区直有

关单位收缴的各项旧城改造资金必须及

时足额上缴区财政专户， 支出由缴款单

位提出申请报主管领导批准， 由区财政

局从财政专户中拨付， 严格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 旧城改造项目责任单位不得

设立旧城改造资金账户。

规范支出程序

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 � 《意见》规范了旧城改造资金支出程

序： 开发商和施工单位缴纳的工程质量

保证金或信用保证金， 旧城改造项目拆

迁户缴纳的定金和购房款， 区财政局要

根据项目单位与交款单位（人员）签订的

协议、 区住建局出具的项目建设进度证

明和主管领导签字拨付。

为确保旧城改造资金安全， 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每年区纪委监察局将组织

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审计局等单位，

对旧城改造资金及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私设“小金库”或乱支挪用的，将严

肃追究责任， 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 （韦晓英）

山城区暑期文化市场集中整治在行动

取缔黑网吧4 家

本报讯

8

月

6

日， 山城区文明办

组织文化、 教育、 工商、 公安等部门

联合采取行动， 发现了

1

家有违规事

实的文化经营单位， 对其实行暂扣

17

台电脑主机、 封存

50

台电脑的处理，

此事正在调查处理中。 这只是山城区

开展暑期文化市场集中整治活动的一

个缩影。

暑期是文化市场娱乐消费旺季，

也是违法经营活动的高发期。 为进一

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加大对网吧的

监管力度， 确保广大未成年人安全、

健康、 快乐地度过暑假， 山城区开展

了对网吧 （特别是黑网吧）、 网络、

荧屏声频、 出版物市场和校园周边环

境等的集中治理。 截至目前， 已出动

执法人员

2000

人次、 执法车辆

300

台

次， 取缔黑网吧

4

家， 暂扣电脑主机

71

台， 向电信管理等有关部门通报违

法经营户

3

户， 并责令电信部门停止

网络服务， 对两家网络运营商违规提

供网络服务依法立案调查， 并对其处

罚。

据山城区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 下一步， 区文明办将继续组织执

法力量对辖区内的网吧进行地毯式彻

查， 严查黑网吧， 发现一家、 查处一

家、 取缔一家， 竭力为孩子们创造出

“绿色” 的网络空间。

（韦晓英 苗春勇）

投资

3000

余万元的中原路，是连接鹤山区中山路到山城区汤河街的一条主干道，全长

1.8

公里，宽

28

米，快车道宽

19

米。 它

的通车缩短了鹤山区到山城区的行车时间。 王欢 摄

中原路建成通车

山城短波

1.

今年

1~7

月份，山城区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累计完成

19762

万元，占年预算的

66.35%

，同比增长

20.26%

。

（山城财政）

� �

2.

今年

1~7

月份，山城区行政服务中

心各窗口办理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

2.01

万余件，按期办结率

100%

，办件准确率

100%

（万卫国）

� �

3.

近日，山城区实验小学被评为国

家级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 是我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付中山）

� �

4.

近日，山城区城建大队对辖区内

修车、洗车行业进行了专项整治，共下达

市容限期整治通知

8

份，责令

3

家整改，暂

扣清洗机

1

台。 （窦天蓝）

《担当》有感

伦敦奥运之感人英雄

□

新华社记者 刘阳 刘卫宏

当四年一度的奥运会落下帷幕，萦

绕在你脑海里的是哪些画面？ 是情节跌

宕起伏的比赛？ 还是冠军站在领奖台时

的荣光？ 抑或是落败者伤心失望的泪水？

无论哪幅画面， 总有一些回忆能够触动

你心中最柔软的一角， 让你在流连忘返

的同时又深有感慨———竞技的魅力和生

命的悲喜在奥运五环下融合得如此完

美。

丘索维金娜：

你未痊愈，我不敢老

３７

岁的妈妈丘索维金娜参加跳马决

赛最终名列第五名， 六次参加奥运会的

体操元老这次没能带走奖牌， 但无疑留

下一个久久流传的故事。 因为儿子罹患

癌症，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丘索维金娜

为了给孩子治病加入德国国籍， 也因此

身披德国队战袍参加比赛。

这是一位执着的选手， 更是一位伟

大的母亲， 还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体

现。 本届奥运会之后，丘索维金娜宣布退

役，她表示感谢多年来帮助她、资助她的

人们。

米切尔：

断腿之后的狂奔

美国选手曼·米切尔在参加伦敦奥

运会

４×４００

米接力半决赛时腿部骨折，在

这种巨大的痛苦下， 米切尔坚持跑完了

全程， 并让美国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杀

进了决赛。

赛前几日， 米切尔从奥运村的楼梯

上摔倒，当时并未太在意。 但在半决赛出

发之后，他觉得疼痛剧增。“我跨越过

２００

米的时候，我顿时就感觉它一定是断了。

我当时听到了声音， 我甚至疼得已经喊

了出来。 ”

但他没有放弃，“我不想让其他三位

队友失望，让美国队失望，所以我选择继

续奔跑。 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用一条

骨折的腿跑进了

４５

秒。 ”

赛后的医学检查结果证实， 米切尔

的左腿腓骨骨折。

史蒂文斯：

流血不留遗憾

男子

８１

公斤级柔道半决赛上， 美国

人史蒂文斯在与卫冕冠军德国选手比朔

夫的交战中受伤，眉骨、眼角和嘴里都有

鲜血流出。 他用绷带对伤口进行简易处

理，再次顽强地重回赛场坚持比赛，面对

强大的对手，史蒂文斯咬牙坚持到底，没

有丝毫的退缩。 虽然最终不敌对手无缘

决赛， 但血战到底的史蒂文斯赢得了全

场观众的敬意，离场时大家都站立鼓掌。

阿塔尔：

最慢的人依然值得尊敬

作为沙特阿拉伯代表团首次派来参

加奥运会的唯一女运动员， 阿塔尔裹着

白色头巾参加女子

８００

米预赛。 当她到达

终点时，别的选手都至少休息半分钟了。

可倒数第一的她， 在空荡荡的跑道冲过

终点时， 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瞬间响

彻“伦敦碗”。 许多观众纷纷起立，以不断

的掌声向她表达敬意。 阿塔尔说：“我希

望自己的努力能带来改变。 这已经是一

大进步了。 真的是难以置信的一次经

历。 ”

伊萨卡：

孤独、但不孤单的赛艇英雄

来自干旱的非洲尼日尔， 伊萨卡在

伦敦奥运会前只接受了

３

个月的专业训

练，迄今，

２０００

米的距离，他只完整划过

六七次。 凭借一张外卡， 他来到了奥运

会。

他的成绩是可想而知的。 第一次上

赛艇， 他就因为没有掌握好平衡翻船落

水。

２

公里的赛程被对手甩下数百米之

遥。

最后一场， 他比多数对手整整慢了

一分多钟。 当别人都比完后，他还在那里

默默地划着，长长的赛道上，留下一道水

迹。孤独，但不孤单。全场两万名观众，在

现场播音员的带领下高喊“

Ｙｏｕ ｃａｎ

ｄｏ ｉｔ

！（你可以做到）”他冲过终点的时

候，两岸掌声雷动。

虽然表现糟糕， 但伊萨卡决定继续

下去，不仅自己继续，今后还要教

６

岁的

儿子和

４

岁的女儿。

埃蒙斯：

悲情神枪不再遗憾

美国射击运动员埃蒙斯没有让噩梦

重演， 在伦敦奥运会男子

５０

米步枪三姿

项目上，他战胜“心魔”拿下一枚铜牌。 在

前两届奥运会的最后一枪都匪夷所思地

丢掉金牌， 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已经让埃

蒙斯不存遗憾， 况且两年前他被诊断出

甲状腺癌并且动了手术。

赛后埃蒙斯深情地与妻子卡捷琳娜

拥抱。“我为他感到骄傲。 ”卡捷琳娜动情

地说。

菲尔普斯：

在母亲的泪水中退役

美国泳坛传奇人物菲尔普斯在伦敦

奥运会上收获了

４

金

２

银， 以三届奥运会

获得

２２

枚奖牌的傲人战绩成为获得奥运

会奖牌最多的人， 其中

１８

块奥运金牌无

疑是天文数字。 当菲尔普斯在

１００

米蝶泳

决赛中拿下金牌完成最后一次个人秀，

欢呼声响彻全场， 不过这时大屏幕上出

现的“菲鱼” 的妈妈却把脸埋在了手心

里。 这一幕让赛后宣布退役的菲尔普斯

心疼，也让全场观众为之动容。

刘国梁：

铁汉也有柔情时

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结束后， 获得

冠军的中国队队员们又和北京奥运会时

一样， 把主教练刘国梁请到冠军领奖台

上， 把自己的金牌一股脑地都挂到他的

脖子上。

这位平日治军严格的主帅显露出罕

见的温情， 他把印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照

片的保温杯带到了伦敦奥运会最高的领

奖台上， 并在第一波快门声结束后拿起

杯子亲了一下。“这次奥运会和以往不同

的是，以前没有她们，现在她们两岁了，

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 我希望她们以我

为骄傲。 ”刘国梁说。

皮斯托瑞斯：

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

男子

４×４００

米接力预赛，当南非队的

皮斯托瑞斯作为奥运历史上首位双腿截

肢运动员走上跑道上时，全场近

８

万观众

欢声雷动， 冲过终点时他还是得到了冠

军般的掌声和欢呼。 决赛中，虽然南非队

垫底，不过，已创造参赛奇迹的“刀锋战

士”将注定载入奥运史册。

而奥运期间， 一张照片更是红遍网

络。 照片中，皮斯托瑞斯陪伴一位同样双

腿截肢的

５

岁小女孩赛跑，照片的解说词

是：“她有机会跟他赛跑。 比了四次，她都

赢了。 奥斯卡（皮斯托瑞斯）真的很帅。 ”

在这个免不了疾病、贫穷、歧视、战

争和罪恶的世界里，有了体育，有了人类

高尚的道德法则， 这就创造出了这个生

命中最美好的瞬间。

（新华社伦敦

８

月

１２

日电）

8

月

11

日，在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

49

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邹市明以

13

比

10

战胜泰国选手庞普里亚杨，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郭勇 摄

8

月

11

日，在田径女子跳高决赛中，

俄罗斯选手奇切洛娃以

2

米

05

的成绩夺

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廖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