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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届特别的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旗手赵帅表示，
一路上挺顺利，身体状态挺好，接
下来就是投入赛前训练； 对于担
纲旗手，他表示“这是一种很大的
荣誉，也是一种动力，期待更好地
为国争光”。

17日， 中国代表团官宣了东
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双旗手： 跆拳
道队的赵帅和女排的朱婷。 作为
里约奥运会冠军，赵帅本届奥运会
志在卫冕。 走出机场的他神态轻
松， 告诉记者：“身体感觉还挺好
的，状态也挺好的，就等着开赛了。
接下来先要做好赛前的训练。”

相比旗手赵帅的激情期待，
“大师姐” 吴静钰则在平和中透出
力量感。作为奥运会“四朝元老”，
这位已经升级当妈妈的老将表示：
“这一路上被照顾得很好， 国家为
我们运动员做好了各项措施和保
障。这是一届特别的奥运会，我会
去深入感受它， 我的目标非常明
确，就是为祖国争取最高的荣誉。”

“我们已经安全抵达日本，后
面的比赛，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们！”中国羽毛球队混双选手黄雅
琼面对媒体镜头时显得很轻松。作
为两届世锦赛混双冠军，这是她和
搭档郑思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而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两人也是此次
中国羽毛球队的冲金热门。

队伍制订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对成绩有预期， 也希望自己
能达到这个预期！”黄雅琼说，虽然
去年一年缺少国际比赛，郑思维也
经历了伤病困扰，但她表示：“现在
状态挺好的，慢慢也在向越来越好
的方向发展。”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
示，一路上相当顺利，大家状态不
错。 对于日本近期有所反弹的疫
情状况，张军说：“队里的防疫准备
很充分。经过了5年准备，大家的
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把每一场球、
每一分球都打好。”

女子网球名将王蔷在机场接
受采访时表示：“我结束了法网之
后回国， 就投入到奥运会的备战
中。打大满贯是为自己出战，打奥
运会则是为国家征战，感觉还是很
不一样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到
最好！”

等候大巴时， 中国女曲前锋罗
甜甜一直举着一个小手持风扇在吹
脸降温。“东京比较闷热， 而且我们
提前知道长途飞行还要戴护目镜、
防护面罩和口罩， 所以提前做了准
备。”她说，对于海外疫情的反复，队
伍已经制订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当天，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官员
高志丹、李颖川、刘国永等也抵达
了日本东京。

■据新华社

东京奥组委18日在有
关抗疫措施的新闻发布会
上确认，奥运村出现两名同
一队伍、同一项目的运动员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奥组委新闻发言人高
谷正哲表示，两名确诊选手
和17日公布的奥运村首例
新冠确诊病例（非运动员）
也是同队同项目。目前确诊
人员已被隔离，查找和检测
其他密接人员等工作正在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对于确诊者的相关信
息，尤其是国籍，奥组委出
于保护隐私等方面的考虑
严格保密。韩国前乒乓球奥
运冠军柳承敏17日晚在个
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在
抵达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后
的检测中确诊，但随后又删
除了相关信息。

当天发布会现场有记
者提问“奥运村一再出现病
例，安全性如何保证”，国际
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
克里斯托弗·杜比回应道：
“不存在‘无人感染’这个概
念，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在预
防、检测和发现确诊人员这
些环节中，完美执行防疫手
册上的规定。”

“我认同‘奥运会是世
界上疫情防控最严格的赛
事’这一说法，目前出现的
确诊病例，都在严格有序地
依规进行隔离、筛查、检测
等工作。”杜比说。

■据新华社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17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
和平谈判。此前，随着驻阿富汗
美军加速撤离， 塔利班与阿政
府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 阿富
汗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分析人士认为， 阿富汗政
府目前面临较大军事压力，塔
利班展现出愿继续和谈的姿态
更多是策略性的， 阿政府能否
挺过塔利班进攻将受到国内外
多重因素影响。 但无论局势如
何发展， 美国对阿富汗当前的
混乱冲突都难辞其咎。

战事更趋激烈

继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
将驻阿美军撤离结束时间从9月
11日提前到8月31日后， 美军中
央司令部13日证实，美国从阿富
汗撤军进程已完成超过95%。

随着美国撤军接近尾声，
塔利班对阿富汗政府军的攻势
更加猛烈， 不只攻占了多个地
区，还试图攻占大城市，对加兹
尼省、坎大哈省、塔哈尔省等多
个省的首府发起了攻击。 塔利
班高级官员沙哈卜丁·德拉瓦
尔日前公开宣称， 塔利班已经
控制了阿富汗85%的国土。不
过，阿富汗政府对此表示否认。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
主任朱永彪认为， 塔利班近期
确实新控制了更多地区， 但并
未形成压倒性优势。 目前塔利
班大概控制了阿富汗35%左右
的地区， 阿富汗政府控制着
30%左右， 剩下的则处于双方
争夺之中。总体上，政府军并不
处于弱势， 只是应对策略和心
理准备方面有所不足。 塔利班
很难在一年内推翻阿富汗政
府，除非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比
如美国逼迫阿政府接受塔利班

的和平方案。

和谈只是姿态？

塔利班在加大对政府军攻
势的同时，也在与政府继续和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认为，塔
利班边打边谈是两手应对。包
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希望
阿富汗能进行和谈， 都表示不
接受通过武力方式建立的阿富
汗政权。塔利班面临外部压力，
希望通过和谈赢得国际社会支
持，拓展外部空间。

朱永彪表示， 塔利班的和
谈姿态出于多重目的， 比如消
化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已有成
果、打乱政府军节奏、分化阿富
汗政府等。 塔利班的和谈姿态
更多是策略性的。

阿富汗军事分析人士努鲁
勒·哈克则直言，塔利班并非真
心和谈， 他们最看重的还是武
力， 希望通过武力推翻阿富汗
政府。

美国难辞其咎

对于阿富汗的安全困境，
不少阿富汗专家都批评美国是
始作俑者，指出当前阿安全局势
急剧恶化是美国罔顾国际道义
“甩包袱”式撤军导致的恶果。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阿特
拉赫·奥马克希勒对记者说，阿
富汗持续不断的战争是美国领
导的军事入侵的结果。 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部队在阿富汗驻扎
20年，留下的不过是残酷战事。
美军日前在不及时通知阿富汗
政府的情况下从巴格拉姆空军
基地撤离， 表明美国并不是一
个可靠的盟友。

■据新华社

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成田机
场成为日本最繁忙的地方，奥运代
表团于近日陆续抵达。 疫情下，人
员密集且复杂的成田机场如何确
保运动员安全？17日记者在等候
中国代表团出关前， 用4小时寻找
到了答案。

首先， 每支运动队抵达时，会
有奥组委一名专人负责引导。以中
国女足为例， 一名身着蓝白绿背
心、灰色西装裤的引导员会在出口
警戒线处等候， 他手上举着英文
“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接机牌，牌子
上印有醒目的中国国旗。

出口处的地面贴有红色指示
条，运动队出海关后，就沿着这条
像红毯般的指示带， 走出机场的
“到达大厅”。指示条两边的隔离线
离运动员各两米，这是东京奥运会
规定的安全距离。 运动队走在中
间，接机人员、志愿者、媒体、粉丝
在隔离线外。

其次，运动员在出关前会完成
唾液检测， 但结果需要1-2个小时
才能拿到。 运动队完成检测后会先
出关，推上行李车，走出“到达大厅”，

把各自行李放到门口指定堆放处，
再返回“到达大厅”，由引导员带至休
息间，等候检测结果。行李会有专人
搬运至运动队乘坐的大巴里。

再次，运动员返回休息间等候
报告，休息间门口有穿防护服的专
人把守，休息间内的座位间隔依然
是两米。此时，如果有运动员要如
厕，会有志愿者引导并带至指定洗
手间， 一次进一人， 排队不超过3
人。以土耳其代表团为例，从他们
的休息间到洗手间约10余米，引
导如厕的志愿者就有四人。

中国女足引导员小彭告诉记
者，为确保各个运动队都在安全的
“泡泡”里，引导员的职责是不能让
队伍接触到外界环境，“运动员不
能单独上车、不允许上指定外的卫
生间、不能到外面吃饭，我们必须
全程监督。”

最后，拿到阴性结果后，队伍再
由引导员带上大巴，此时引导员会与
球队一起，到达奥运村或比赛地的指
定酒店。直到他们入住结束，这名引导
员算是完成了“保护”职责。

■据新华社

“帅”旗手领衔，奥运众将轻松“过关”
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抵达东京 出关前经历约4个小时的入境检测等相关手续

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航班飞行和约4个小时的入境检测
等相关手续，中国代表团射击、跆拳道、羽毛球、拳击、网球和
体操等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于当地时间18日18点40分许
走出东京成田机场。教练员和队员们神情轻松，向前来接机
的记者们挥手致意。

防疫措施

疫情连线

东京奥运村
两名运动员确诊

战或和？阿富汗局势向何处去
专家：塔利班边打边谈两手应对

7月18日，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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