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奥运会，就要
来了。

风云变幻的国际体
坛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再
添波澜，大量国际赛事推
迟或者取消，训练模式和
比赛模式发生前所未有
的变化，这些都给中国代
表团的备战工作带来了
很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未知的挑战，中
国军团想尽了各种办法。
14日，东京奥运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
表团总人数为 777人，是
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
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
会。代表团已做好了各项
准备，力争在东京打一场
漂亮仗。

4年变 5年，疫情导致“加长版”
奥运备战路

4 年的备战周期已经嵌入了奥运项目运动

员的生物钟，成了一种习惯。然而，因为疫情，这

样的习惯被打破了。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

备战周期被拉长到了 5 年，在这样重大的变故

下，运动员们的备战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37 岁的中国羽毛球名将林丹在奥运延期后

感觉继续坚持下去越来越困难，最终做出了退役

的决定。许多原本在 2020 年竞技状态达到顶峰

的选手在 2021 年出现了状态滑坡，这也成为疫

情带来的诸多无奈后果当中的一个。

疫情还给中国选手争取奥运参赛资格增加

了难度。2020 年初疫情暴发时，中国参赛运动员

采取提前出国、国外训练、绕道参赛等方式，确保

参加重要的奥运资格赛、积分赛，实属不易。

封闭训练在 2020 年成为中国选手备战东京

奥运会的主要方式。游泳选手汪顺 2020 年很长

一段时间都在千岛湖国家水上训练基地封闭训

练，对于这样长时间、大强度的训练，他颇为感

慨：“真的除了训练好像没有其他事情。”

在困难的条件下，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各

备战单位按照科学、安全、有序的原则，组织各国家

队以集体休整、分散调休等方式进行调整，丰富运

动员、教练员的业余生活，缓解队伍焦虑情绪。从整

体上看，中国队备战东京奥运的步伐依然坚实。

进入 2021 年以后，国内外赛事逐步重启，各

支国家队也抓紧机会参赛，力争在东京奥运会前

调整出最佳状态。

东京奥运会前夕，老将苏炳添在 2021 年全

国田径冠军赛暨奥运会选拔赛男子百米比赛中

以 9 秒 98 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今年亚洲的第二好

成绩。女子铅球名将巩立姣投出了 20 米 31，创造

了该项目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

“我感觉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就挂在那，就等

自己伸手去够了。”巩立姣说。

强敌环绕，中国队前路挑战重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国际赛事逐步恢复，主

要奥运强队的备战工作也都逐渐步入正轨。2021

年上半年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纷纷恢复

了系统训练，从近期的各项国际比赛来看，国外运

动员奥运会前集中训练取得显著进步，奥运赛场超

水平发挥的可能性不可忽视。疫情和奥运延期影响

了一部分队员的竞技状态，但与此同时，一批年轻

运动员借机崭露头角，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作为国际体坛的传统强国，美国代表团的实

力依然雄厚，在里约奥运会上，美国一举揽下 121

枚奖牌，几乎相当于第二名英国和第三名中国的

总和。东京奥运会上，美国除了在传统的田径、游泳

等项目上继续保持强势以外，还在体操、自行车、击

剑、网球等项目上拥有很强的实力。如无意外，美国

依然是本届奥运会奖牌榜头名的最有力竞争者。

日本奥委会成立了由 582 名运动员组成的

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奥运代表团。作为东道

主，日本原计划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目标是赢得

30 块金牌，这将超过此前 16 块金牌的奥运最佳

战绩。随着疫情导致奥运延期，日本代表团的表

态也出现了变化。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表

示，在推迟后的奥运会上，金牌数已经不重要了。

尽管调低了夺金预期，日本队在包括乒乓球、

羽毛球在内的一些项目上仍是中国队的主要竞争

对手。另外，本届奥运会新增大项也是日本争夺金牌

的“富矿”，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等5个

新增大项中，空手道和棒垒球均是日本的强势项目。

根据去年底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俄罗

斯不得以国家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在内的未来

两年的国际体育大赛，但俄罗斯选手依然可以以

俄罗斯运动员身份参加这些比赛。

俄罗斯奥委会确定了一份 335名运动员的参

赛名单。俄罗斯奥委会主席波兹尼亚科夫希望能在

上届奥运会奖牌榜第四的基础上排名有所提升。有

国外体育数据公司预测，认为俄罗斯将在东京奥运

会获得 73枚奖牌，在奖牌榜上位居美国（114枚）和

中国（85 枚）之后，排名第三。俄罗斯运动员在摔

跤、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上具备争金实力。

相比较上一届奥运会，英国的实力有所下

降，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主力队员为班底的阵

容出现了一定的老化，但其底蕴依然深厚。

德国和法国上届奥运会位居奖牌榜前十行列，

德国在赛艇、皮划艇以及田径投掷项目上具有优势，

法国运动员有望冲击柔道、拳击和击剑等项目金牌。

严谨备战，期待绽放东京

尽管备战计划和节奏被疫情打乱，中国奥运

代表团始终发扬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细

致严谨做好备战工作，力争在这届不同以往的奥

运会上为祖国赢得更多荣誉。

据了解，这一奥运周期中国代表团整体实力

稳中有升，在东京奥运会 33 个大项、47 个分项上

取得了 30 个大项、41 个分项，总共 228 个小项的

参赛资格。同时参赛结构有所优化，14 个项目实

现了全项目参赛，189 个小项满额参赛，马术、高

尔夫球、皮划艇、帆船帆板、跆拳道等项目参赛资

格均取得历史性突破。

作为中国的传统强项，射击又一次承担起为代

表团取得“开门红”的重任。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射击

队仅拿到一金，创下近年来参加奥运会的最差战绩。

“东京奥运会上一定要打个翻身仗，要超过里约奥运

会的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李劲松说，在东京奥运会上，要力争打好第一仗。

五年前在里约以 1 银 1 铜黯然收场的中国击

剑队，同样渴望在东京打好翻身仗。中国击剑队

出征本届奥运会的 15 人中，只有两人有奥运经

历。尽管面临经验短板，中国击剑协会主席王海

滨还是提出了一块金牌的目标。

跳水队与乒乓球队一直是中国代表团中的“梦

之队”。中国跳水队在疫情期间多次进行队内测验

和奥运选拔赛，运动员的状态保持“在线”。这支由

施廷懋、陈艾森、曹缘领衔，一干世界冠军组成的实

力战队，将向着东京奥运会8块跳水金牌发起冲击。

国乒不久前在威海结束了出征前的最后一

次热身赛，从实战角度出发，队伍给奥运参赛选

手特意安排了模拟主要对手打法的运动员。对于

奥运金牌，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表示，还

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保三拼四争五”。

里约拿到两金的中国羽毛球队此次在男单、

女单、女双和混双项目上拿到满额参赛资格。6月底

的奥运模拟赛期间，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预

测，国羽的混双、女单、女双都很有冲金实力，而男

单和男双的冲金难度要比前面三个单项大一些。

两届奥运金牌得主、跆拳道运动员吴静钰即

将迎来第四次奥运之旅。“机会是给每一个人的，

谁也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但是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勇敢地去挑战最高领奖台。”

年轻的中国女篮对奥运会充满期待，主教练

许利民希望在东京奥运赛场上把中国女篮的拼

搏精神展现出来，展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和爱国精

神，敢于挑战，不惧强敌，不负众望。

“从来没有所谓的弯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

数。”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在总结进军奥运之

路时说，“女足精神也许就彰显在逆境中的绝地

反击，落后时的绝不放弃中。”

东京一行，注定是一次不平凡的旅程。面对

复杂的环境，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代表团已蓄

势待发，准备在东京再续辉煌。

（新华社北京7月 15日电）

攻坚克难，中国代表团冲刺东京

中国女足在河北香河国家
足球训练基地举行公开训练课。
图为中国女足队员在训练中
（2021年7月10日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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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5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5 日

发表公告，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告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许多国家政党、政府、议会、国际组织、

民间团体及其领导人，驻华使节、友好人士以及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香港

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等，向中共中央、向中央

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表示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受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1年 7月 1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告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15 日发布，

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

意见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

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

“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

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意见强调，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

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

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

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窗口。意见明确了支持浦东新区

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的战略定位，即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

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

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现

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

根据意见，到 2035 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

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

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

世界前列。到 2050 年，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

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

重要承载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

典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

意见提出七方面重大举措，包括全力做强创

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加强改革系统集

成，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深入推进高水平制

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城

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提高供给质量，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促进内需

提质扩容；树牢风险防范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

7 月 15 日

起，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正

式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图为15

日，观众在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上观看

湘江战役视频。

新华社发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国际观察 犯罪失控
美国遭遇“暴力的夏天”

美国多地近期暴力犯罪激增，纽约州甚至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美国媒体
和专家认为，近来暴力犯罪激增的原因在于，经济疲软、疫情持续、枪支泛滥等
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叠加，令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街头战争”

最近，美国有关暴力犯罪事件的新闻接连

不断：据芝加哥当地媒体统计，该市上周末就有

40 人遭枪击，其中 11 人死亡；洛杉矶市警方说，

该市今年死于谋杀的人数明显多于往年；纽约

州因枪支暴力激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去年以来，美国暴力犯罪问题日益严重，

引发越来越多担忧。仅在今年 7 月初美国独立

日这个周末，全美就发生了 540 多起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 180 多人死亡，500 多人受伤。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说，暴力犯罪在美国已经出现

“全国性激增”。

美国媒体今年初将 2020 年称为“最致命的

一年”。而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可能会超越

2020 年，成为美国 20 年来枪支暴力犯罪最严重

的一年。

根据美国全国新冠肺炎和刑事司法委员

会一份研究报告，美国 30 多个大城市 2020 年

谋杀率比 2019 年增长 30%，而这些城市今年第

一季度谋杀率同比又增长 24%。美国“枪支暴力

档案”网站统计数据显示，美国 2020 年发生了

610 起大规模枪击案，创下该网站 2014 年开始

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而截至本月 14

日，美国今年已发生超过 350 起大规模枪击案。

纽约州前法官珍尼娜·皮罗说，“犯罪已经

失控，美国街头正陷入一场战争”。

多重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暴力犯罪激增是新冠

疫情持续、种族关系紧张、枪支泛滥等多重因

素叠加的结果。

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导致大量劳动者

长期失业，很多人缺乏稳定收入来源，贫富差

距进一步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而引

发更多犯罪行为。与此同时，由于一些监狱和

看守所暴发疫情，美国多地暂停接收囚犯或嫌

疑人，甚至释放了一些犯人。这反映出司法系

统的正常运行也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

美国去年发生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

法的大规模、长时间示威活动，许多地区抽调大

量警力维护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常执

法，给犯罪分子更多可乘之机。另一方面，美国

白人至上主义不断抬头，导致种族矛盾激化，加

之疫情期间一些政客散播病毒起源阴谋论，煽

动排外情绪，由此引发的仇恨犯罪大量增加。

作为美国社会的一大痼疾，枪支泛滥加剧了

暴力犯罪，而暴力犯罪的增加又推高了枪支销售，

由此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的枪支销售追踪数据，去年全年美国枪支销量增

长了40%，而今年前6个月的销量较去年同期又增

长了 15%，创下 1998年以来上半年销量的最高纪

录。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大量无法追踪的非法枪支。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