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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枪，瞄准，击发……

在 1984 年夏天的洛杉

矶，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

在奥运赛场上射落金牌，至

此，中国体育史竖起了一座

重要里程碑。已经走过近百

年历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会，终于迎来了中国人登上

冠军领奖台的时刻。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的萨马兰奇在颁奖时对许海

峰说 ：“今天是中国体育史

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

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

而感到荣幸。”

岁月如梭，这段珍贵的

历史，被一代代体育人反复

传颂。

如今已经退休的许海

峰，对近 40 年前的那次奥运

会依然记忆犹新。他当时以

为，奥运冠军与其他世界比

赛的冠军区别并不大。那是

他第三次出国比赛，前两次

的亚洲锦标赛和奥运会测试

赛，他都拿了冠军。“国旗也

升过了，国歌也奏过了，所以

这种感觉也比较熟悉。”

许海峰回忆，自己当时

就是一头“初生牛犊”“没见

过老虎的厉害”，那场比赛他

是最后一个完赛的运动员，

当裁判告知他去领奖时，他

才知道自己拿了冠军。

“虽然我知道射击是第

一天而且是上午打的，是我

们项目的第一块金牌，但我

并不知道它是我们整个国家

的第一块奥运金牌。”他说。

赛后，他逐渐感觉到这

块金牌没那么简单。洛杉矶

华侨的轮番庆祝，归国后的

热烈欢迎，都让他受宠若惊。

他听媒体朋友说，刊载他夺

冠消息的报纸都卖空了，他

顿时感觉“头皮都麻了”。

这枚奥运金牌来之不

易。当年，国内的训练条件比

较艰苦，许海峰接受专业的

射击训练时间也不长。对于

那段岁月，他说 ：“那个时候

中国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比

较穷，我来自安徽，那就更穷

了，当时整个省队只有两支

进口枪，谁去比赛谁才能用，

子弹也是，进口的子弹比较

稀缺，每个人都有定量。”

省队的训练场冬天没

有暖气，射击项目又必须长

时间把手露在外面，因此许

海峰得了冻疮。后来，他入选

国家队，带上粮票、伙食费和

自己用的枪，来到北京。北京

虽然更冷，但训练条件有所

改善，冬天，训练场会有一个

很大的火炉保证场地温度，

他才不再受冻疮折磨。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

许海峰，在训练和比赛之余

喜欢去逛超市，“那个时候兜

里就揣了 30 美元，也买不了

什么东西，看到发达国家的

市场好，超市里面东西多，路

上车多。”许海峰回忆道。

成为奥运明星后，许海

峰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他在

拿金牌后能不能继续保持状

态，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洛杉矶奥运会回来

之后的全国锦标赛是他射击

生涯中压力最大的一场比

赛。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就重

新投入训练，踏踏实实练了

几个月，最后比奥运会成绩

还多出两环。在那以后，许海

峰在射击圈里算是彻底站稳

了脚跟。

奥运会之后，许海峰又

当了十年运动员。退役后，他

作为教练也屡有亮眼成绩：

1996 年奥运冠军李对红和

2000 年奥运冠军陶璐娜都是

他的弟子，在 2004 年雅典奥

运会上，他作为射击队总教

练，率队一举拼下 4枚金牌。

作为一名运动员，许海

峰直言自己是幸运的。“当运

动员真好，国家给你搭建了

这么好的平台，你只需要打

出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国

家还给你荣誉和奖励，所以

我一直对自己说必须努力。”

他说。

许海峰说，新一辈运动

员最需要传承爱国主义精

神。“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竞

技体育当中是有用的，因为

竞技体育需要挑战极限，如

果没有一股精神支撑，很容

易坚持不下去。现在训练条

件和科学训练的水平都比过

去好得多，所以现在的运动

员要是再有过去运动员身上

的那股精神的话，出成绩应

该会很快。”

退休后的许海峰依然

忙碌，他说，他会把他的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把体育精神

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

位于四川北川的 5·12 汶

川特大地震纪念馆里，收藏着

一件特别的文物—— 一辆救

护车。它静静停在纪念馆后广

场，与挖掘机、冲锋艇等大型文

物一道，讲述着抗震救灾中的

一个个感人故事。

13 年前，严旻辉就是驾驶

这辆救护车，从千里之外的江

苏无锡赶到汶川地震的重灾

区——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

的老县城。这是四川省外最早

进入北川支援的救护车之一。

它连续奋战了 28 个日日夜夜，

行车 1.2 万多公里，运送重伤

员 50 多人次。

当时，无锡市急救中心响

应支援四川灾区的号召，调集

5 辆装备最好的救护车和 10

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组成赴

川抗震救灾急救车队，历经 54

小时、披星戴月赶到绵阳。分配

任务时，参加过 1998 年抗洪和

2003 年抗击非典的严旻辉主

动请缨，和同事纪新贤一起奔

赴灾情严重的北川。

北川老县城建在一个山坳

上，被大山包围。一路上，严旻辉

看到许多滚落到公路上的巨石以

及被碾成铁皮的轿车、中巴车。

严旻辉到达北川县城前，

一辆本地救护车刚遭遇泥石

流，车内人员不幸殉职。“当时

的路况很危险，不断有石头滚

下来。”他回忆。

但救人的使命感战胜了

对灾难的恐惧。在灾区的 28 天

里，严旻辉和纪新贤马不停蹄

地把北川和周边地区的伤员送

到绵阳的医院，还一次次协助

运送物资和救援人员。

有一次，他们接到将一名

重伤员转到绵阳的任务。这名

伤员腰椎骨折、右小腿骨折、腹

部内伤，小腹鼓得像气球。驶进

一段 2 公里长的隧道时，车内

陷入黑暗，小石块不停地“噼噼

啪啪”砸到车顶上。为了安抚伤

员，纪新贤主动和他聊天，分散

他的注意力。伤员不住点头，泪

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那段时间有很多感慨，

同时也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

是救人的，感觉这份工作很神

圣。”严旻辉说。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无锡

赴川抗震救灾急救车队队长张

洪义说，运送伤员途中，他见过

十二三岁的孩子们手拉手，主动

拦住过往的社会车辆，让救护车

先通过。还有一次，洗车店把救护

车的里里外外擦洗得一尘不染，

但老板怎么也不肯收下洗车费。

在四川北川，如今建起了

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几年前，纪念馆向无锡市急救

中心征集了这辆救护车。

“2019 年 5 月 11 日，这辆

救护车运抵我馆。经过专家组

的鉴定，这辆救护车被定为国

家一级文物。”纪念馆解说员魏

薪橙说。       （据新华社）

截至 2021 年 6 月 6 日 22 时，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97 件，现将交办问题办理结果 （第二十四批） 通报如下 ：

中共宝鸡市委  宝鸡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序
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
及部门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是否
办结

备注

159

扶风县杏林镇天绛公路杏林信用社十字向北 50 米

处污水沟已堵塞 3 年至今无人处理，污水严重影响周

边环境，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扶风县

该排水渠年久失修，部分渠道已经塌陷，且未加

盖盖板，路边的垃圾、杂草等容易造成堵塞。杏林村

2020 年曾对此进行过疏通。

部分

属实

已对渠道进行清理，目前已基本疏通。正在对

渠道塌陷部分进行维修加固，加盖盖板。

阶段性

办结

160

岐山县蔡家坡镇红星村村民占用 3 组耕地开办养

猪场，村南侧的养殖场规模较大、村北侧的规模较小，

将动物尿液未处理直接排放至路面、粪便囤放至养殖

场北侧耕地内，异味过重，规模小的养殖场存在问题

较严重，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岐山县

岐山县建刚养殖场位于三组南侧，规模较大，存

栏 180 头。岐山县五丈原社区拉生养猪场位于三组北

侧，存栏90头。两养殖场均未在禁养区内，建有堆粪场、

沉淀池，干清粪日产日清，尿液发酵后定期清运。近

距离有异味。

部分

属实

两养殖场已对场内外环境卫生进行了彻底清扫，

养殖粪污坚持日产日清，现场未见粪污堆放，灭蝇、

灭虫设施已落实到位，正常使用，严格控制存栏数

量并逐步减少，认真做好消杀工作。拉生养猪场堆

粪场地面硬化已完成，四周用彩钢瓦建成围挡进行

封闭。

已办结

161

金台区金河镇周家庄村北侧西北煤炭物流园（现

为砂石厂）每天夜间倾倒砂石，噪声扰民现象严重，

影响附近居民正常休息，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金台区

陕西吉成胜天工贸有限公司部分生产设备还未安

装到位，未投入生产。噪声主要为砂石料装卸作业车

辆箱板碰撞及运输车辆进出场地时的刹车、鸣笛等车

辆运输噪声。

属实

该公司自6月3日起已停止一切物料运输作业。

待建成投产后将减少运输车辆进出厂区易产生噪声

的行为，严格执行 22:00以后停止生产作业等措施。

已办结

162

凤翔区城关镇西街村南侧有一个4亩左右大的坑，

坑内长期有人倾倒垃圾，并将大坑用垃圾土填埋，扬

尘污染严重，至今仍有村民在此处倾倒垃圾，请督察

组予以查处。

凤翔区
反映地点位于城关镇西大街村 7 组，有个自然形

成的壕，约3亩大、2.5米深，内有约 240方生活垃圾。
属实

已对坑内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并用黄土垫平

了该坑，整治了村容村貌。
已办结

163

自 2020 年 6 月开始高新区八鱼镇清庵堡村村委会

长期在3组耕地内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

导致耕地无法耕种，向华商报及当地政府反映未果，

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宝鸡

高新区

2017 年，宝坪高速过境线建设部门在反映地点租

用土地作为项目部制梁场和堆料场。2020 年 10 月，

项目部撤走后，夜间有人将垃圾倾倒在该处。

部分

属实

已对通往此地的通道进行阻断，对倾倒的垃圾

进行了处理，对倾倒垃圾的沟坡地进行了复垦。
已办结

164

金台区东风社区上马营宝铁路三招巷东北角的天

然气锅炉房距住宅楼仅 1 米，但使用过程中噪声较大

且尾气未处理随意排放，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金台区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生活段常压式

燃气热水锅炉，已于2019年12月19日停止使用至今，

并进行了断电、断气、断水。噪声由保温水箱加热设

备运行产生，监测报告显示噪声排放值符合排放标准。

部分

属实

采取严格控制作业时间措施，22 时后暂停对客

房供应热水，减少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和三相电机设

备产生的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已办结

165

陈仓区阳平镇居村原村书记王玉红在该村大众沟

承包 200 亩左右土地，将原耕地内种植的果树砍伐后，

私自开挖并将耕地内的土进行售卖，且在引渭渠以北

以建垃圾场为由开挖土地并私自售卖泥土，请督察组

予以查处。

陈仓区

当事人承包土地 230 亩，其中 140 亩 25 度以上

坡耕地属于非基本农田，其余 90 亩为坑塘水面、天

然牧草地及其他林地，未发现砍林毁树现象。现场发

现削坡平整土地面积约 0.5 亩。经查，共取土 4000

方左右，2000 方左右用于大众沟内填沟种树，1000

方左右用于填埋生活垃圾，另 1000 方左右用于蔡阳

路道路两边环境治理和填埋生活垃圾。未发现销售黏

土谋利情况。

部分

属实
责令当事人停止取土行为。 已办结

166

宝鸡高新区高新一路高新名门美食城内餐饮店铺

油烟污染严重，例如“码头故事火锅店”“岐山擀面

皮”“八亩沟擀面皮”“外婆小厨”“和兴裤带面”“延

安串串”等店铺，严重影响附近环境卫生，多次向相

关部门反映未果，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宝鸡

高新区

该美食城共有各类餐饮门店 31 家，所有商户各

类证照全部齐全，都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且油烟净

化器出风口按规定接入专用主烟道，专用烟道位于高

新名门 30 号楼楼顶。反映油烟污染问题，经调查为

延安串串和码头故事两家商户油烟净化器排风接入主

烟道区间管路漏烟造成。

属实
两家商户正在对漏烟烟道进行维修，拆除就餐

大厅换气扇，加装排油烟设备。

阶段性

办结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许海峰 一枪定乾坤 珍藏进历史的救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