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8 日，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
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这是闭幕式上奥运圣火
逐渐熄灭（8月 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8月 8 日晚， 熊熊燃烧了 16 天的东京奥运会
主火炬缓缓熄灭。 直到此时此刻，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才可以用轻松的口气宣布：“我们大家一起成
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 ”

回望过去一年， 东京奥运会经历了有史以来
最难以确定的时刻：直到 7 月 23 日开幕，东京奥
运会依然面临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被取消。 因此，
开幕当晚，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很多工作人员
都流下了眼泪。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主任杜比就
说，直到奥运会开幕式结束，他都几乎难以相信这
一切都是真的。

杜比的担心也正是奥林匹克世界的担心。 即
便疫情依然肆虐，东京奥运会也不能再延期，更无
法取消。 这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需要，也是
这个世界的需要。

杜比曾说，他难以想象奥运会再被延期，因为
在延期的这一年，大量的沟通协调、赛程的重新排
定、合同的重新签署等等实在让人筋疲力尽，世界
许多地方曲折变化的新冠感染数字更是令人心惊
肉跳，随时可能将东京奥运会扼杀于无形。

即便已经开幕， 面对日本和东京都日益增加
的新冠病例数量， 东京奥运会仍面临质疑和巨大
压力： 东京奥运会是造成日本疫情增长的主要原
因。 幸好，因为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隔离“泡泡”措
施， 奥运村内和涉奥相关人士的新冠阳性检出数
量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
才可能不惧质疑，并得到参赛各方的信任，奥运会

才得以顺利向前推进，并守得闭幕日的彩虹，见证
火炬的熄灭。

复盘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等应感庆幸，五
方会谈做出的奥运会空场举行的决定无比正确。

空场的奥运仍充满激情。 21岁的中国女子射击
运动员杨倩沉稳一枪挑落首金，13岁的日本选手西
矢花夺得新项目滑板女子街式赛冠军，62岁的澳大
利亚马术运动员安德鲁·霍伊以一银一铜结束他的
第八次奥运会征程。他们无论老少，在各个场馆勇于
挑战自我，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瞬间。他们用自己的行
动给我们以激励，给世界以勇气，给未来以信心。

因为有了他们，东京奥运会不再“脆弱”。 不
“脆弱” 的背后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支持，其
中包括 7 万多名志愿者的奉献。

“我认为志愿者的使命很简单，就是要尽可能
去支持奥运， 帮助奥运会在良好的氛围中顺利举
行。 ”美国志愿者杰弗里·格里格斯的话代表了所
有志愿者和参与者的心声。

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他们，还有他们，
将力量汇聚在一起， 为了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一起努力。 所以，巴赫有感而发：“所有的力量汇聚
在一起， 我们才可能使延期的东京奥运会的举办
成为现实。 ”

这也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奥林匹克格言：更快、
更高、更强———更团结！

新华社记者 周杰 卢羽晨 张逸飞

（新华社东京 8月 8日电）

踏浪海上十多年 ，24 岁的卢
云秀在东京摘得奥运会女子 RS∶X
级帆板比赛金牌，这也是中国帆船
帆板队历史上的第三枚奥运金牌。

“我们无法预测风下一秒向
什么方向吹， 但我们能把控好自
己。 ”卢云秀这样说，也这样做。尽
管在第三轮比赛中她错失风摆名
列第 25 位，但此后的比赛她牢牢
把握节奏，最终把金牌收入囊中。

下届奥运会起，女子帆板 RS∶
X 级将被水翼帆板项目取代。卢云
秀已在筹谋未来：“全运会后，我就
会改练水翼帆板，我觉得应该要去
挑战一下自己。 下一届不一定是
我上，但是我还是要尽我最大努力
去拼一把，不让自己后悔。 ”
新华社记者 马锴 王浩宇 卢羡婷

（据新华社东京电）

下一站，北京！

从东京看北京

13 年前，中国奥运健儿用拼搏和汗水，在国
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奥运情结。 13 年后，他们又
一次在奥运舞台带给人们温暖与力量。 不同的赛
场，同样的追梦，家门口的冬奥会，将给中国冰雪
人实现体育强国梦提供追梦的最佳舞台。

平昌冬奥会金牌得主武大靖一直关注着东
京奥运会 ，这位冰场上的 “飞人 ”向田径场上的
“飞人” 苏炳添致敬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苏
炳添的那场比赛，他跑出了中国速度，超越了自
我，我很受鼓舞，我也会全力以赴，期待我们中国
速度不断去超越、去突破。 ”

东京赛场内外，北京“双奥”元素频频出镜。
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
管晨辰和唐茜靖包揽冠亚军。 赛后，唐茜靖对着
镜头向世界展示了“北京 2022”的徽章。 赛场外，
许多外国记者依然背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媒
体包，上面的会徽“中国印”格外醒目。 有国外同
行感慨“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是最好的、最实用
的、最结实的”。

在本届赛事开幕前，北京冬奥组委向国际奥
委会全会陈述了筹办工作最新进展，表示将为世
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
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也在现场观摩了东京奥
运会开幕式。 他说：“尽管东京奥运会受到了疫情
影响，但开幕式还是有不少亮点。 北京冬奥组委
正在积极筹备， 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努
力以简约、安全的方式，呈现精彩的冬奥会开闭
幕式。 ”

赛事期间，北京冬奥组委还派出工作人员参
加观察员项目，主要任务就是从疫情之下的东京
奥运会汲取经验。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
疗卫生处副处长王同国觉得东京在防疫方面有

很多细节做得不错，比如很多地方都是采用脚踩
式酒精压力喷壶， 这是一种非常经济有效的方
法，避免了用手按压喷壶造成交叉感染。 酒店大
厅采用两种颜色导流设计， 对入境是否满 14 天
人员活动区域进行了区分。 在奥运村和部分酒
店， 为奥运人员发放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包，方
便他们及时报告身体状况。

继续保持强大

北京冬奥会与东京奥运会仅相隔半年，这是
1992 年以来，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首次仅相
隔六个月举办，也是有史以来，冬季奥运会首次
在夏季奥运会之后半年内举办。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希望北京和东京可以
互相借力， 让整个世界保持甚至提升对奥运会
的关注度。 这次在东京，巴赫也一直心系北京，
甚至在一次与日方的交谈中 ，错把 “东京 ”说成
了“北京”。

巴赫希望北京冬奥会在当前稳步前进的势
头中“继续保持强大”，国际奥委会将继续与北京
冬奥组委一道，首先确保赛事安全举行，同时稳
步推进各项筹办工作。

东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高谷正哲也表示，东
京愿意同北京分享疫情下的办赛经验。 “北京冬
奥组委已经派人来东京观摩多次，我希望他们能
取得成功。 我们从未提出奥运会是零风险的，我
们也不会不失误， 但重要的是一旦有情况发生，
我们做出反应的速度和效果，这是举办一届安全
奥运会的前提。 ”

虽然是夏奥会， 但依然有一些运动员能跨
越冬夏，参加北京冬奥会。 巴西的雅克琳·莫朗
在东京参加了山地自行车赛，这位 45 岁老将曾
参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她同时也是一名越野
滑雪选手。 “在晋级东京奥运之前，我同时需要
备战北京冬奥 。 我曾经参加过 2008 年北京奥

运，如果能获得冬奥会门票，那将是结束我滑雪
生涯的最佳方式。 我也有可能成为巴西第一位
参加在同一座城市举办的夏奥会和冬奥会的运
动员。 ”

冬奥接棒冲刺

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部长徐济成表示，
2018 年平昌冬奥会、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这三届连续在东亚举办的奥运
会，并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连接。 “我们就像
一场接力，从平昌开始，东京把它提到新高度，我
们将接棒冲刺，向世界展现亚洲文化。 希望北京
可以为奥林匹克的东亚周期画上圆满句号。 ”

接下来的 6 个月， 冬奥人将进入最后冲刺。
按照计划，9 至 12 月将视情况举办 10 项国际赛
事测试赛和 3 个国际训练周，北京冬奥组委将与
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密切
沟通，做好疫情防控等各项准备，对筹办工作进
行全要素测试。

备受关注的开闭幕式创意方案正在深化，正
有序推进场馆改造、演员选拔与排练、技术保障
等工作。 火炬接力总体方案已经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审议通过，奖牌设计方案也将发布……一系列
的宣传推广活动，将释放办好北京冬奥会的信心
和决心，使东京和北京两个奥运相互借力、相得
益彰。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表示，
东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再次向全球的冬季运动
员传递明确信号，北京冬奥会就在眼前，他们可
以继续为了奥运梦想全力以赴。 “我们已经做好
准备欢迎全世界优秀运动员相约北京，再一次用
奥运激情点燃全世界！ ”

下一站，北京，我们共同期待！
新华社记者 姬烨 王子江 易凌 卢羡婷

（新华社东京 8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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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翻腾 新星闪耀
———盘点东京奥运会中国军团五大新人

凭借超乎常人的沉稳，出生
于千禧年的杨倩在决赛最后一
枪时完成逆转，摘得了东京奥运
会首枚金牌。 颁奖仪式上，她双
手举过头顶比心的形象被印在
千万中国体育迷的记忆里。

在女子 10 米气步枪的比赛
中，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杨倩资
格赛一度跌出排名前 10， 决赛
又被对手先声夺人， 可谓压力
空前。 但决胜时刻，她宁心静气
打出 9.8 环，力压出现失误的对
手，实现了令人振奋的“超级逆
转”。 仅几天后，她又与搭档杨
皓然再夺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
体赛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00
后”奥运双金得主。

年仅 14 岁便以奥运会跳水比
赛历史最高分夺冠， 中国小丫全红
婵出道即创下纪录。 在女子 10 米跳
台决赛中， 她五个动作有三个获得
满分， 以 466.20 的总分打破陈若琳
在北京奥运会时 447.70 分的纪录。

“下饺子都比她水花大”，网友这
一评论形象地描述了全红婵的惊艳
表现，“天才少女”名号不胫而走。 面
对前所未有的关注，她的回应朴实且
自带“凡尔赛”：第一次参加大赛有点
紧张，但慢慢就适应了，“奥运会和全
国比赛相比，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

站在领奖台上，全红婵举起金牌
比了比自己的脸，顽皮地挡住了眼睛，
“金牌好重啊，好像比我的脸还大”。童
心未泯的她面前还有很长的路。

20岁的“奥运新兵”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一金一银。 比奖牌更有价值的是，在
中国乒乓球队遇挫、需要稳定军心和平息外界质疑时，她成为那个挺身而出的人。

混双决赛战胜中国队后，日本球员伊藤美诚受到外界热捧。 但在女单半决
赛中，孙颖莎以 4∶0 干脆利落地击败伊藤，不仅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冠、亚军，也
扭转了两队气势对比。 尽管在决赛中不敌队友陈梦，但她的奥运首秀得到了中
国乒协主席刘国梁的极高评价：“女单没拿冠军却已产生超出冠军的影响力。 ”

女团决赛又是中日对决，孙颖莎 3∶1 再胜伊藤美诚，被网友冠以“人间止
藤片”的名号。当她和队友站上最高领奖台的一刻，国乒新一代偶像就此诞生。

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场上，
16 岁的管晨辰战胜了美国名将
拜尔斯， 为志在打赢翻身仗的中
国体操队画下圆满的句号。 而她
在平衡木上“袋鼠摇手”的动作，
更是让人记住了她的可爱。

“之前拜尔斯在比赛时，我们
这些小队员在电视机前面看，就
觉得她好厉害啊。 ”管晨辰说。 如
今，以她为代表的“00 后”一代用
出众的实力、独特的美丽，在女子
体操界掀起了“青春风暴”。

杨倩（中国女子射击运动员）

全红婵（中国女子跳水运动员）

孙颖莎（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

管晨辰（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8 月 8 日 ，
第 32 届夏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闭

幕式在日本东京

举行。 这是闭幕
式上的焰火表演

（8月 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４

卢云秀（中国女子帆板运动员）

13 年前的 8 月 8 日，“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大幕开启，中国百年奥运梦圆。 13 年后的这一天，东京
奥运会迎来闭幕日，奥林匹克再次进入北京时间。 再过整整 180 天，明年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帷
幕。 北京将成为世界首座既举办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城”，而跨越 13 年的奥林匹克，也将再次点
燃根植于亿万国人心中的奥运火种。

“脆弱”的东京奥运，成功的东京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