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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京奥运会

据新华社东京7月22日电（记者 王
恒志 王沁鸥）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延期一
年后，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3
日在日本东京开幕。

本届东京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首次
延期举行，在时隔五年后，奥运圣火将于
23日晚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再度点
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能走到开
幕式这一天真的不容易，他“心里的石头
落地了”。过去一年来，国际奥委会和东
京奥组委为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做出了

非常多努力，东京奥运会也增加了大量防
疫举措，以确保奥运会安全、成功举办。

巴赫说，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
将证明，奥运会总是能够让世界团聚在
一起。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8
次全会20日投票表决，同意在奥林匹克
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
结”。

东京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
小项，包括 5个新增项目：攀岩、滑板、
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其中棒垒球是

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再度成为正式
项目，其他四项是首次成为奥运会正
式项目。

将在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
旗手的是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
员赵帅。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代表
团共有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将参
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
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
最多的一届。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表示，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运动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要确保在金牌榜
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确保不发
生兴奋剂事件及赛风赛纪问题、确保代
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
团以26金18银26铜排在金牌榜第三，
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首次无缘金
牌榜前两位。

东京奥运会将于8月8日闭幕。

第32届夏季奥运会今日在东京开幕

7月21日傍晚拍摄的位于东京湾
的奥运五环标志（拼接照片）。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7
月23日在日本东京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静候盛会

新华社东京7月22日电（记者 叶
佳 苏斌）22日，东京奥组委宣布解聘
奥运会开闭幕式制作、演出团队的表
演总监小林贤太郎。将于一天后举行
的奥运会开幕式是否会取消表演，仅
保留入场式和点火仪式，悬念将延续
到最后。

在东京奥组委22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宣布了
解聘小林贤太郎的决定，并为因此给

相关各方以及日本民众带来困扰、引
起大家担忧深表歉意。桥本圣子同时
宣读了小林贤太郎本人的声明。小林
贤太郎承认自己在1998年写的搞笑短
剧台词中包含不当言论，“措辞愚蠢，
犯下错误”。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开幕式每个
表演环节都有各自的创意、表演团队，
而小林贤太郎负责整体协调和统筹，

以保持整体连贯性和一致性，其角色
类似导演。

距离开幕式举行只剩最后一天时
间，没有类似“总导演”角色的开幕式将
如何呈现，东京奥组委仍在讨论研究。
桥本圣子表示，“组委会将尽快对整体
状况进行评估，就解决方案进行协商，
尽快得出结论”。对记者提出的“是否
取消表演，仅保留入场式和点火仪式”
的可能性，桥本圣子并未予以否认。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演职人员
团队一再爆出丑闻，给开幕式带来诸
多变数。承担开幕式音乐四分之一作
曲任务的作曲家小山田圭吾19日因被
爆出霸凌丑闻提出辞职，奥组委宣布
开幕式上不再使用小山田圭吾创作的
乐曲。今年3月，时任东京奥运会开闭
幕式总导演佐佐木宏因曾提出有损一
名日本女艺人形象的开幕式表演方案
而下台。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再生变故，如何呈现仍有悬念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唐宾、金
紫薇、奚爱华、张杨杨在女子四人
双桨决赛中逆转夺冠，全场沸腾！
这是自 1984 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
会赛艇比赛以来首次见金。

此后的伦敦和里约奥运会，中
国赛艇整体呈下滑趋势，最终均与
金牌无缘。

五年过去了，因为疫情推迟一
年的东京奥运会终将上演，而中国
赛艇队的健儿们也在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疫情虽然让一些行将退
役的老运动员不得不再忍受一年
的“折磨”，但他们雄心仍在，求胜
欲高涨。

东京奥运周期，中国赛艇队整
体呈现蓬勃向上的态势，对东京奥
运会抱有很大期待。首先就是女
子四人双桨项目，陈云霞、张灵、吕
扬、崔晓桐携手在 2019年拿下所参
加所有大赛的冠军，包括世锦赛、
亨利杯、两站世界杯分站赛，并在
少参加一站的情况下获得世界杯
年度总冠军，她们是东京奥运会该
项目不遑多让的头号夺冠热门。
目前，这条艇的人员和水平都比较
稳定、状态良好。不过，潜在对手
还是有的，比如荷兰、波兰、德国和
英国等。

作为 2019 年初才搭档的男子
双人双桨组合，老将张亮与小将
刘 治 宇 表 现 堪 称 惊 艳 。 他 们 在
2019 年世锦赛斩获该项目金牌，
创造了该项目赛季最好成绩，这
也是中国赛艇首次在世锦赛获得
男子公开级项目金牌。国际赛艇
联合会 2019 年度评选中，张亮和
刘治宇获得该项目最佳表现奖。
无疑，男子双人双桨也是中国队
必争之地。

不过，他俩的东京奥运会之路
绝不会轻松，因为对手很多，爱尔
兰、法国、英国等队在这个项目上
都有一定竞争力。

中国女子八人单桨曾在 1988
年奥运会上夺得铜牌，但自 2008
年开始连续三届无缘奥运赛场。

在今年 5 月的东京奥运会资格赛
（瑞士卢塞恩世界杯）上，中国队
战胜罗马尼亚队，后者在近三届
奥运会中除了在伦敦获得第四，
在另外两届都是季军。但是该项
目最有力的冠军争夺者恐怕还是
美国队，她们是近三届奥运会该
项 目 冠 军 。 此 外 ，英 国 、澳 大 利
亚、新西兰、加拿大等队的实力也
都很强。

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之一在
于让一些强队的备战不为外人所
知，美国女子八单就是如此。期待
在东京有所作为的中国女子八单
近两年与美国队没有交手，后者究
竟练得如何、实力几何无法尽知，
只能凭借过往比赛的经验和数据
进行分析判断。此外，目前中国这
条女子八人艇阵容在今年 5 月调
整过，当时是把女子双人双桨、双
人单桨、四人单桨和八人单桨四个
项目的运动员重新整合，将其中能
力最强的选手组成了一条新的八
人艇。正是这条艇在奥运资格赛
上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和欧洲冠军
荷兰队。两个多月过去了，她们的
磨合度是否更佳，奥运会才是真正
的试金石。

赛艇运动除了对技术要求很
高外，对体能要求也很高。五年
来，如何提高体能一直是赛艇人
的最大课题之一。2020 年 9 月，中
国国家队人体运动表现和健康发
展中心在北京成立，这里配备了
世界顶尖的体能训练设备，还有
精确度领先的数据监控系统，可
以快速、全面、客观地反映运动员
的身体情况、运动机能等。从运
动员的表现来看，体能中心的设
立对提高他们的体能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

7 月 23 日 ，东 京 奥 运 会 赛 艇
比赛将拉开帷幕，中国队将参加
8 个项目的争夺，能否见金，拭目
以待。

（新华社东京 7 月 22 日电 记
者 公兵 赵焱 周万鹏）

中国赛艇：期待书写“东京金牌故事”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近日，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
河南省划拨专项资金2000万元，用于
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河南等受灾地
区的各级组织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担
当、冲锋在前，号召和带动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做好防
汛救灾、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
及时拨付给基层，做到专款专用，
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救灾第
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
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
党员、群众。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彭
韵佳 沐铁城）记者22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获悉，河南郑州等地严重洪涝灾害
发生后，国家卫健委派出工作组赴河南
支援指导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工作。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心健康，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召开
委党组会议做出部署，立即指派正在
郑州开展工作的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雷海潮带队，由卫生防疫、心理健康、

社区卫生等专家组成工作组赶赴河
南，支援指导当地全力开展紧急医学
救援，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机构灾害风
险排查，确保正常诊疗秩序，加强心
理抚慰和疏导，做好灾后卫生防疫，
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同时，国家卫健委安排河南周边
6省份的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做好应急
准备，随时增派力量，支援河南开展
卫生应急救援和规范处置工作。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划拨2000万用于支持河南省防汛救灾

7月22日，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附近，救援人员转移病患。
由于连日降雨形成的严重积水无法及时排除，7月22日上午，郑州市中牟县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开始转移病患、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大多数人员通过舟艇转移，危重症病患用直升机转移，
除少部分病患出院外，大部分由河南省人民医院接收继续治疗。

■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国家卫健委派工作组
赴河南支援指导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工作

连日来，一场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
降雨突袭河南。暴雨中心郑州发生严重
内涝。河流水位超警戒，个别水库溃坝，
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

险情不断，责任如山！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相关地方和部门迅速
组织力量防汛救灾，抓细抓实各项防汛
救灾措施，打响了一场防汛救灾的战斗。

暴雨突袭、上下同心，打响与极端强
降雨的“遭遇战”

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
17日以来，河南省中北部地区降暴

雨或大暴雨，郑州连续两天降大暴雨到
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超当
地年平均降雨量。

其中，郑州市平均降雨量 518.5毫
米，郑州新密市白寨累计降雨量最大达
986.7毫米，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短时降
雨强、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陈涛分析此次雨情。

强降雨还在持续，22日，其中心向新
乡、安阳、鹤壁等豫东北部移动，河南省
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鹤壁的
降水量已超过郑州。从17日8时至22日
8时，鹤壁平均降水562.1毫米，最大降水
量在鹤壁科创中心，达到1072.8毫米。

截至目前，强降雨造成河南省 103
个县（市、区）877个乡镇 300多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33人，失踪8人。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
21日一早，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

街70号，应急管理部所在地，重点地区防
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会议在指挥中心紧
急召开：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抗洪抢险、
防内涝、防台风各项工作。

各部门、各方面在迅速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组织，加大跨

省区支援力度，全力保障河南省受灾地
区煤电油气稳定供应；

财政部紧急下达1亿元救灾补助资
金，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雨情汛情，强
化预测预报，全面排查降雨区内小型水
库和病险水库，全力防范中小河流洪水
和山洪灾害；

工信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通
信抢修恢复，基础电信企业连夜开展应
急通信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开展应急处置，
铁路部门组织沿途单位向在途列车提供
食品、饮水等……

人民子弟兵和消防指战员星夜驰
援——

21日凌晨，河北、山西、江苏、安徽、
江西、山东、湖北7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
专业队伍共1800名指战员，携带250艘
舟艇、7套“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车、1.85
万余件（套）抗洪抢险救援装备，从各地
向河南赶来。

中部战区相继派出 44批次救援梯
队、8360名官兵，在郑州、洛阳、新乡等30
余个险情地段投入救援。

目前，河南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
37.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25.6万人。

靠前指挥、冲锋一线，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当灾难来袭时，广大党员干部冲在
前面、将重担压在肩上；各方救援力量顶
风冒雨、连续奋战；以希望赢得希望，架
起了一个个生命通道。

“所有民兵现在立刻到镇政府集合，
准备抢险救灾！”20日7时56分，登封市
大冶镇党委发布了这样一条指令，所有
民兵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到位。

30分钟后，应急分队接到救援电话，
一名参与排险任务的铲车司机被困洪水
中已近5小时。接到救援指令后，大冶镇
出动10名民兵火速抵达现场。

当时救援人员距离被困位置100米
左右，水域水深4米，因附近养殖场被毁，
洪水污浊且水流湍急，救援人员随时可
能被冲走。复员军人刘郑伟主动请缨，
下水救援。被救上岸的那一瞬间，57岁
的王龙池哽咽地说不出话。

坚守、救援、互助……暴雨中涌现出
无数“乘风破浪”的力量，他们披上“雨衣
战袍”，成为城市和人民的守护者。

20日下午，积水冲入郑州地铁5号
线隧道，列车停运，大批乘客受困。郑州
地铁下达全线网停运指令，向相关单位
发出救援指令，抢救、疏散群众。

“我们是中铁五局地铁维保施工人
员，防汛救灾有丰富的经验，请让我们走
在最前面！”在附近施工的中铁五局六公
司郑州地铁维保项目部立即响应。火线
成立的救援小组带着6台大功率抽水泵
迅速到位，配合郑州消防队伍投入到抢
险任务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守
望相助。

21日凌晨，郑州邮区中心局邮件处
理中心大门口已是一片汪洋。一位浑身
湿透的男子涉水来到保安室求救：他的
138名农民工兄弟被困在离此处不远的
职工宿舍，断水断电，水位还在不断上
涨，宿舍随时可能倒塌。

接到求助后，郑州邮区中心局党委
紧急布置，专门调来一辆近10米长的半
挂邮车。

“这种车的车轮有1米多高，可以在
深水中开行，还有超大容积的车厢，可以
一次性把全部人员转移出来，节约救援
时间，最大限度保证人员安全。”邮区中
心局党委书记李永辉说。

不到半个小时，138名农民工被成功
解救至郑州邮区中心局院内。此时，局
职工食堂已经盛好了热气腾腾的鸡蛋面
汤。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
救灾各项工作

这是一次特殊的转移，对象是 1万
多名住院病人，其中600多名重症患者。

20日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
医院区全部断电，几十台手术被迫中断，
所有医疗仪器全部停转。

涉及患者生命安全，必须全部转移！
“电梯停了，我们就背着病人下楼，危

重病人全是医护人员连人带床抬下来
的！”郑大一附院副院长苟建军告诉记者。

没有那么多车辆怎么办？在河南省
卫健委等有关方面的协调下，来自河南
各地市和兄弟医院的救护车，甚至大巴
车、私家车都加入了转运队伍。

到22日6时30分左右，河医院区病
人基本转移完毕。

抢险救援，保持通信畅通是关键。
20日，河南巩义市米河镇镇区被强

降雨淹没，道路坍塌，房屋进水，通信中
断，2万余人受灾，亟待救援。

21日，一架翼龙大型无人机从贵州
安顺紧急起飞，直奔米河镇上空，执行应
急通信保障任务。

“米河镇的乡亲们，因暴雨致通信中
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抵
达你镇上空，可暂时恢复中国移动公网
通信，受翼龙无人机滞空时间限制，公网
恢复时间只有五小时，请尽快报告情况，
联系家人。祝平安。”

22日上午，乡亲们收到了这样一条
短信，米河镇又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为
及时有效抢险救灾、减少人民群众的生
命和财产损失提供了强力支援。

尽快恢复供电、供水，做好环境卫生
整治，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

22日，郑州市委市政府要求，市供电
公司及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供电；
同时，停产的各水厂陆续恢复生产供水。

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郑州市卫
健委加强疾病监测，组织开展环境卫生
综合治理，清理淤泥、垃圾、污水、粪便，
以及家禽、宠物等尸体，做好环境消杀。

民航、高速、铁路的交通秩序正在逐
步恢复。

22日，郑州机场计划航班397班，较
前一日增加315班。截至22日10时，河
南省高速公路开通运营收费站403个，正
常通行 204个，实施管控 193个，关闭 6
个。铁路部门全力恢复运输秩序，目前
南北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向的郑
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已逐步
恢复。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此时此刻，河南各方正全面排查搜
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并妥善安置受灾
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同时，当前形
势不容丝毫懈怠，当地紧盯涉险水库和
堤防险工险段，强化应急抢险措施，坚决
确保黄河大堤和各类水库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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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河南抗击历史罕见强降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