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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京奥运会

国乒男团进决赛 马龙“二单”险失分

指责两共和党籍州长不抗疫 拜登喊话“别挡道” 尼泊尔首都地区再次延长封禁措施

奥运乒台将再现中日争冠
李隼希望中国女乒“豁出去”

谷红晋级东京奥运会拳击决赛
新华社东京 8 月 4 日电（记者

谭畅）在“完成小目标”晋级四强后，
中国拳击选手谷红 4 日下午在东京
国技馆拿下了“重要的”半决赛，剑
指“最重要的”决赛。

7 月 30 日晋级四强锁定女子 69
公斤级奖牌后，谷红对新华社记者
说，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但重要
的是下一场，最重要的是拿第一。

赛 事 二 号 种 子 谷 红 的 半 决 赛
对手是三号种子美国队琼斯。前
两个回合，谷红在游走中抓住机会
精准打击。五名台下评判中的三
人打分 20∶18，认定谷红占优势。这
意味着，如第三回合不出现击倒获
胜等一边倒的情况，谷红将大概率
拿下比赛。

第三回合，急欲扳回比分的琼
斯更加主动，但又略显慌乱，谷红牢
牢控制场上局面，获得 5 个 10∶9 评
分。最终，谷红总比分 4∶1获胜。

中国拳击队领队张传良介绍，
两人此前无正式对战，仅在训练中
交过手，谷红略占上风。通过这场
胜利可以看出，谷红在去年的亚大
区预选赛后水平又有提升。

“我在家时没想到自己能进决
赛，我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场比赛，
每场都是最后一场。”谷红说，打进决
赛是对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回报，下
一步打决赛没有压力，希望能发挥出
正常水平。

谷红特别提到，最好的朋友、队
友胡建关此前受伤出局让她伤心流
泪，好在教练及时介入帮助她稳定
情绪，积极备战。

决赛将于 8 月 7 日下午举行，对
手为头号种子、土耳其队苏梅内利。

展望决赛，张传良说：“真正决
定输赢的就是心理和意志品质，只
要能发挥出正常水平，我相信谷红
的技术还是高出对方一块。”

新华社东京8月 4日电（记者 张
寒、陆睿）中国男乒4日下午3∶0击败老
对手韩国队，连续第四次挺进奥运会乒
乓球男团决赛。不过比赛过程并不轻
松，马龙甚至险些吞下东京第一败。

中国队双打先下一城，随后的单打
对决中，樊振东对张禹珍、马龙对李尚
洙都有局中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但世界
排名第一的樊振东最终成功把自己的
单打场次控制在了三局，于是马龙 2∶0
领先时很多人都以为比赛马上结束了。

然而第三局 6∶6平后，李尚洙率先
取得较大优势领先并拿到局点，五天前
创纪录卫冕的男单冠军 9∶11 输掉一

局。类似的状况又发生在第四局里，这
一次马龙和李尚洙比分紧咬到13∶15才
分出胜负——韩国男三号连扳两局。

决胜局中，马龙开局仍不顺手，1∶3
落后时秦志戬叫了暂停。比赛重开后，
马龙连扳6分，以7∶3将比分反超，双方
拉锯4分球后，马龙牢牢控制场上局面，
以11∶6赢下终局。

赛后马龙承认每次跟李尚洙对阵，
场面上都不是很舒服，“倒谈不上球路
相克，就是我习惯的套路刚好他也比较
喜欢”。

但他认为看似戏剧化的比赛过程
其实并不意外。他说：“正常，毕竟团体

赛已经打到半决赛，对手又是韩国队，
不可能场场都很轻松地拿下。我们赛
前肯定做好了准备，甚至想过输一场哪
怕两场。这就是我们关键时刻能赢下
来的原因。”

马龙的场上局面被动时，许昕已经
开始在场边热身。他回想当时的心理
活动，说：“两个想法，一是不管这场球
怎样，自己要先静下来，完全做好第四
场上场的准备。同时我也相信队友可
以最终赢下来。万一真打第四场，我就
把比赛作为0∶0开始。”

前面的场次相对平稳，马龙/许昕
对阵郑荣植/李尚洙的双打首战，中国

的世界冠军组合获胜用了28分钟，三局
加起来只让对手拿到 18分。马龙赛后
也说这是他目前为止打得最流畅的一
场球，“开局拿下这一分，对全队很有帮
助”。

郑荣植赛后总结说：“中国队很强，
如果想打赢他们，必须先领先，让对方
紧张，但第一局我们就输了，不能说我
们打得不好，只能说中国队实力太强。”

4日晚东道主日本队将与德国男乒
争夺另外一个决赛席位，马龙表示，无论
对谁都要准备好打满五场。“不互相依
赖，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每一场都全力以
赴，这样才能打出中国的士气。”他说。

8月4日，中国选手黄雪辰/孙文雁在比赛中。
当日，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自由自选决赛举行。最终，中国选手黄雪辰/孙文雁获

得双人项目亚军。
■新华社记者 夏一方 摄

新华社东京8月4日电（记者 张寒、苏斌）考验整体实力的
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进行到第四天依然无人爆冷，中国女队 4
日上午以第三个 3∶0击败半决赛对手德国队，预约了 5日晚与
东道主日本队间的一场冠军之争。

作为团体项目自 2008年北京奥运会加入乒乓球赛“套餐”
以来的唯一金牌得主，中国女队“团战”三场三次变阵，本场派
出了孙颖莎去“捉”对方“一单”韩莹。

20岁的石家庄小将不负众望，时不时重锤出击，将“打不
死”的削球手限制在有限板数内。作为有经验的老将，韩莹
削中带攻，结合变线和改变节奏，也有自己的场上闪耀时刻，
不过杀招终究不及攻球手，以 6∶11、4∶11、9∶11告负。

此前率先上演的双打比赛也以中国队毫无悬念的3∶0胜利
告终，王曼昱搭档陈梦以11∶9、11∶2、11∶4速胜单晓娜/索尔佳。

第三场的单打对战中，陈梦起拍失误频频，首局以 5∶11
速败于索尔佳。第二局开始，新冕奥运女单冠军逐渐找回自
己的节奏，11∶4、11∶9、13∶11连扳三局，为中国队锁定胜利。

中国女队主教练李隼赛后说，陈梦的这场单打原本就不好
打，对手此前几次在总决赛等场合给她制造麻烦，再加上陈梦之
前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单打赛程，团体赛两名队友发挥出色的
情况下偶尔会有些放松。“还是要让陈梦调动起来，紧张起来。”

谈及与日本队的决赛，李隼说：“这场决赛就是看发挥，（实
力）其实差得不太多，就看哪个队谁能拼得出去，谁能豁出去。”

3日晚举行的另外一场女团半决赛中，石川佳纯、伊藤美
诚、平野美宇组成的日本队3∶0轻取杜凯琹领衔的中国香港队，
率先挺进决赛。伊藤美诚赛后说：“我都是按照完胜的标准去
训练的，非常期待最终的决赛。”

8月3日，游客在意大利威尼斯一处餐厅的户外就餐区消费。
每年八月是意大利的“国民假期”，当地人在此期间享有长短不等的假期。

根据意大利卫生部3日公布的疫情数字，该国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4845例，累计确诊病例4363374例。

■新华社发

新华社加德满都8月3日电（记
者 易爱军 周盛平）尼泊尔首都加德
满都所在的加德满都谷地三县3日宣
布，将抗击新冠疫情采取的封禁措施
再次延长一周。

加德满都谷地的加德满都县、勒
利德布尔县和巴克塔普尔县当天召开
联席会议后决定，将即将于 4日午夜
到期的封禁措施再次延长一周至 11
日，同时再次禁止举办线下研讨会或
培训项目，但以往放松管制的措施继
续有效。

加德满都县县长帕拉久利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加德满都
谷地近期新增确诊病例还在增加，三
县除延长封禁措施外没有采取更多管

制措施。他表示，政府已动用更多警
力督促民众戴口罩、限制人群聚集等，
并恢复对违反防疫规定者实施罚款。

尼泊尔4月初暴发新一波新冠疫
情，包括加德满都谷地在内的不少地
区自 4月 29日开始实施封禁措施，此
后加德满都谷地一再延长封禁措施，
同时不断放松管制措施。尼卫生和人
口部日前警告说，鉴于放松管制措施
后感染率上升，该国发生第三波新冠
疫情的可能性在增加。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 8月 3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该国新增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2448 例 ，累 计 确 诊
702097例；新增死亡病例 24例，累计
死亡9922例。

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蔓延，美国
多地新冠疫情反弹。美国民主党籍总
统约瑟夫·拜登 3日喊话疫情严重的佛
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州长，要求他
们遵照联邦公共卫生指南防控疫情，

“如果不帮忙（抗疫），至少别挡道”。
拜登指责州长

拜登 3日说，一些企业和院校有意
采取防疫措施，但“一些州长不愿做正
确的事以抗击疫情”。“我对这些州长
说……如果你们不帮忙，至少别挡
道。”

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专员杰弗
里·津茨 2日说，过去一周，佛州和得州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占全美三分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3日，佛州有超过1.13万

名新冠患者住院，占用全州22%病床。
佛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蒂

斯上周发布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戴
口罩，称应该由父母为孩子做决定。
此外，德桑蒂斯联合州议会限制地方
官员推行防疫措施的权力。

得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伯
特今年春季宣布解除全州范围口罩
令，警告企业和地方政府如果强制推
行口罩令将面临罚款。

路透社 3日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
萨基为消息源报道，白宫正与上述两个
州就提供帮助以遏制疫情展开讨论。

多地疫情肆虐
德尔塔毒株同样在美国其他一些

地区肆虐。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公

共卫生部门 3 日说，过去 4 周，洛杉矶
县入院新冠患者数倍增加，当天有
1096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萝
谢尔·沃伦斯基 7月 31日说，当周全美
新冠住院人数较前一周增加 41%，一
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增加 44%，日均
新增死亡病例增加25%。

为防控疫情，美国不少地方，比如
加州湾区多地，重新要求民众在室内
公共场所戴口罩。一些公共服务设
施、大企业则要求人员复工前必须接
种疫苗，否则需要每周甚至每日接受
核酸检测。

为推进疫苗接种，纽约市市长比
尔·德布拉西奥 3日宣布，市政府将要

求民众进入餐馆、健身房和其他一些
企业场所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这一
规定定于 9 月 13 日开始执行，民众需
要提供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证明。

纽约市政府数据显示，大约 60%
的纽约人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但某
些地区，主要是贫困社区，疫苗接种率
要低得多。

美国政府说，美国近期新增病例
集中于疫苗接种率偏低地区。美联社
先前报道，美国各州疫苗接种率相差
较大，南部州远低于东北部新英格兰
地区，比如佛蒙特州成年人口完成接
种 率 将 近 78%，亚 拉 巴 马 州 则 仅 为
43%。

（新华社电 刘曦）

国际学术期刊《全球变化生物学》3日发表的研
究文章说，由于海冰融化迅速，绝大部分帝企鹅种
群到2100年可能会消失。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企鹅生态学家斯蒂
芬尼·杰努夫里尔等研究人员判断，如果海冰继续
以目前速度融化，大约 70%的帝企鹅种群可能到
2050年就会消亡；此后再过 50年，98%的帝企鹅种
群可能消失。

美国《国会山》日报援引这项研究报道，帝企鹅
依赖海冰生存，在海冰上栖息、繁育、觅食、脱毛。海
冰稳定与否影响帝企鹅繁育。

2016年，由于南极洲哈利湾海冰状况极不稳
定，栖息在那里的帝企鹅遭遇大规模繁育失败，种
群数量至今没有恢复。杰努夫里尔说，那一年海冰
在帝企鹅宝宝长羽毛前破裂，造成大约 1万只帝企
鹅宝宝溺亡。

帝企鹅是现存体型最大的企鹅，全球现有27万
至 28万对帝企鹅“夫妇”。帝企鹅冬季在南极洲繁
育期间“抱团”取暖，有时要忍受零下40摄氏度低温
和时速接近114公里的大风。 （新华社电 陈丹）

大千世界大千世界

研究称帝企鹅种群
80年内恐几近消失

疫苗难敌？韩国专家呼吁
严防“德尔塔+”毒株

新华社东京8月4日电（记者李
博闻 苏斌 马锴）四分之一决赛70∶77
不敌塞尔维亚队，中国女篮结束了
东京奥运会之旅。赛后主教练许利
民表示，没有遗憾，球队完成了制定
的计划和比赛任务，并且看到了希
望，对这支队伍将来站上奥运会领
奖台有信心。

“虽败犹荣，对我们来说这是个
完美的奥运会过程，不可能一直赢
球赢球，这就是人生。”许利民说，

“我们把所练、所想都做到了，做到
了超出我们正常范围内能做的，很
好地完成了制定的奥运会计划，出
色地完成了任务，没有遗憾。”

本届奥运会，中国女篮先后击
败波多黎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队，
小组赛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晋级
八强。

塞尔维亚队是里约奥运会铜牌
得主，2021年欧洲冠军，平均年龄 30
岁。平均年龄只有 24.8 岁的中国队
虽然更年轻，但除了邵婷、孙梦然和
黄思静，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奥
运会，国际大赛经验不足。许利民
也认为，塞尔维亚队是个很老到的
球队。他说：“我们的能力、对抗明
显感到弱势，对方抢了 16 个前场篮
板（中国 9 个），我们一共出现了 23
次失误（对手 13次）。之前的比赛虽
然赢，有运气（成分），并不能代表我
们真正的实力。”

但许利民指出，这场失利磨炼了
球员，让年轻球员看到了更好的上升
空间。从整个奥运过程来看，看到了
这支队伍的潜能。“她们将来有希望，
我也有信心，这支队伍将来一定会站
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许利民说。

意大利：疫情下的“国民假期”

中国女篮主帅许利民：

没有遗憾，今后一定会站上奥运领奖台

韩国首次报告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
毒株的病例后，多名专家 4 日警告，这一新型变
种可能传染性更强、降低疫苗有效性，敦促政府
主动采取措施严防这一毒株蔓延。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3 日报告两例感染
“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其中一例是没有出国
经历的 40 多岁男子，另一例是从美国返回的 50
多岁男子，两人均已接种两剂阿斯利康新冠疫
苗。

“德尔塔+”毒株是高传染性德尔塔毒株的变
种。现阶段，“德尔塔+”毒株在全球报告病例数
量不多，仅在印度、英国、葡萄牙等国被发现。

这一毒株在韩国出现后，防疫部门告诉民众
不必过度紧张。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高级官员李
相元（音译）说：“虽然我们应该警惕‘德尔塔+’
毒株，但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国务总理金富谦 4 日接受电台采访时作出
类似回应。他说，防疫部门正在调查“德尔塔+”
毒株感染者的感染途径，“无需过度焦虑”。

这种回应没有获得防疫专家赞同。他们认
为，鉴于政府先前应对德尔塔毒株时已因误判形
势导致当前的第四波疫情，现在应先行采取防控

措施，遏制“德尔塔+”毒株蔓延。
按韩国媒体说法，今年 4 月报告首例感染德

尔塔毒株的病例时，政府没有进一步收紧管控措
施，而是多次表示“疫情可控”。但最新数据显
示，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占新增病例数比例已超
六成，成为韩国主要流行毒株。

梨花女子大学沐洞医院教授全恩美（音译）
说：“政府应大幅提高基因测序规模，以发现更
多潜在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

全恩美推测，与德尔塔毒株相似，“德尔塔+”
毒株可能使疫苗和现有治疗方法有效性降低。

高丽大学九老医院传染病专家金宇周（音
译）认为，政府不能因为眼下感染“德尔塔+”毒
株病例较少而低估这一毒株的危险性。他说：

“有必要开展彻底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加速对
‘德尔塔+’毒株的研究。”

韩国已经在首都圈和其他地区分别实施最
高级和次高级新冠防疫响应措施，但疫情没有趋
缓迹象。7 月 7 日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一直维
持在 1000 多例。政府定于 6 日决定是否延长现
行防疫响应措施。

（新华社电 张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