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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北京冬
奥会各项赛事正在进行，精彩比赛给运
动员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多国人士表
示，体育不应受政治偏见干扰，北京冬奥
会的成功举办消除了体育政治化的杂
音，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团结友爱的精
神，表达了人类追求和平的共同愿望。

奥运将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土耳其滑雪协会主席阿塔坎·阿拉

夫塔吉尔表示，在北京冬奥会上，运动员
们在体育层面上竞争，赛后拥抱、致意，
这是一种美好的场景。体育应专注于团
结、友谊，不应被政治偏见侵扰。

北京冬奥会法国代表团团长、法国
冰上运动协会主席佩沙拉说，各国运动
员来到北京，就像重聚在一起的家人，参
加一场全人类参与度广的冬季体育盛
会。体育对未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希
望体育成为各国人民沟通的纽带。

国际奥委会委员、匈牙利前总统施
米特·帕尔非常欣赏北京冬奥会“一起向
未来”的口号，认为奥运关乎和平而非政
治，奥运会将运动员们团聚在一起。人

们团结在一起，一起向未来，这才是最重
要的。

埃及奥委会秘书长谢里夫·埃里安
表示，将奥运会政治化是冷战思维。现
代奥运会超越了国别、肤色、民族、宗教、
意识形态等界限，将全世界联接在一起，
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交流已成为
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谊之桥。

体育政治化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黄思绵表示，将

奥运会政治化不会有任何结果，反而会
影响为奥运会付出多年甚至一生努力的
运动员。他说，相信奥运会可以搭建一
座桥梁，而不是成为一堵墙。

在国际奥委会委员、哥斯达黎加前
总统劳拉·钦奇利亚看来，体育能够帮助
消除分歧、维护平等。奥运会不应成为
搞政治操弄的舞台，将奥运会政治化的
做法会给这一全球体育盛事带来风险。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撰文说，将奥运
会政治化，真正的受害者是为此准备很
久的运动员。他指出，任何利用冬奥会
向中国施压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久加诺夫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体育一直
帮助各国人民相互靠近、和睦相处。把
体育当作政治施压武器的做法违背《奥
林匹克宪章》精神，不可接受。

乌兹别克斯坦冬季体育协会执行董
事胡尔希德·尤努索夫认为，将体育、奥
运会政治化是错误、不可接受的，应将运
动员的利益和权利放在第一位。

北京冬奥会体现人类和平愿望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体育

应远离政治。“一起向未来”的口号反映
了人类追求和平的愿望。北京冬奥会完
全遵循奥林匹克精神。

津巴布韦奥委会主席塔巴尼·戈涅
认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是团结全世界
的契机，他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将奥运会
政治化。戈涅表示，体育和政治不应混
为一谈。相关国家应把重点放在参赛运
动 员 身 上 ，帮 助 他 们 在 北 京 赛 出 好 成
绩。抛出与体育无关的议题，只会对运
动员产生不利影响。

博茨瓦纳奥委会主席博桑·詹尼果

表示，体育赛事不应是操纵政治议题的
平台。他代表博茨瓦纳及非洲奥林匹克
运动组织共同支持北京冬奥会。

日中友好协会顾问西园寺一晃、协
会理事八木章联合撰文指出，奥运会是
和平、友好和团结的体育盛典。人们通
过体育运动跨越民族、国家、政治体制、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欢聚一堂，并通
过加深友好达到实现和平相处的愿望。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这是奥运精神的
胜利，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胜利。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
希尔撰文说，体育能够弥合不同历史、文
明和意识形态间的分歧，增进国家间友
好和全人类团结。将奥运会变成意识形
态和地缘政治竞争舞台的企图与奥林匹
克精神背道而驰，不得人心。预祝北京
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奥运精神必将取
得胜利。

（参与记者 陈浩 胡晓光 滕军
伟 张玉亮 白林 鲁金博 唐霁 肖
亚卓 刘旸 王丽丽 王峰 沙达提
蔡国栋 吴丹妮 范小林）

消除体育政治化杂音 促进人类团结友爱
——北京冬奥盛会获多国人士好评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12 日 电 （记
者 赵建通 高萌 姬烨）12 日在北京
冬奥会主新闻中心进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沈千帆
介绍，北京冬奥会餐厅的中国特色美食
受到中外运动员欢迎，其中烤鸭在一天
中午最高峰的时候消耗了 80 只。

“冬奥会正好是在春节期间，我们提
供了中国特色的美食，尤其受大家欢迎的
就是北京烤鸭和饺子。最受欢迎的烤鸭，
我们有一天中午最高峰的时候消耗了 80
只烤鸭，大家品尝了以后纷纷在自己的社
交平台（账号）上发相关的视频，并给我们
的服务和中国的美味点赞。”沈千帆说。

对于有媒体提出的韩国代表团设置

配餐中心的问题，沈千帆回应说：“实际
上，各国和地区运动员有特定口味、独特
需求的比例很小，我们尽可能用真心、周
到的服务去满足他们各自的不同需求。
但是，受限于空间因素，我们能提供的食
物品类肯定是有限的。”

沈千帆介绍，运动员餐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系统，运动员菜单是和国际奥委
会的运动营养学专家，用两年时间制定
出来的。“顶级运动员的餐饮是有非常严
格要求的，他们都是拿着计算器在吃
饭。”他说，“运动员作为全身心投入运动
的人士，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营养成分，比
如多少卡路里、脂肪多少克、过敏原是什
么等问题。”

北京冬奥村一天中午最高峰消耗80只烤鸭

□新华社记者 姬烨 董意行 李春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说，奥运会可能是这个星球最复杂
的一项活动，仿佛一个巨大而又非常困难的拼图游戏。每届奥
运会，国际奥委会都会设立专门的协调委员会，与举办地奥组委
一起，在体育、场馆、住宿、抵离、交通、注册、媒体运行等奥运筹
办业务领域协作推进。而在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中，还遭遇
了新冠疫情的冲击，筹办工作量以几何倍数增加。

近日，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国际奥委会如何评价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

冬奥筹办超出预期
小萨马兰奇表示，虽然人们经常会讨论举办国（地区）、举办城

市和组委会的办赛能力，但是对于中国的办赛能力，国际奥委会从
未怀疑过，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完全符合要求并超出了预期。

疫情以来，由于旅行受限，小萨马兰奇和协调委员会的其他委
员在多数时间只得克服时差、通过视频方式与北京冬奥组委沟通。

“这让赛事组织变得很困难。但让人惊叹并且印象深刻的是，整个
北京冬奥组委以及所有中国人民的能力。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让
赛事成功举办，并且确保每个人的安全。”小萨马兰奇说。

闭环管理是最好方案
为了安全办赛，北京冬奥会实行闭环管理。对此，小萨马兰

奇认为，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做了严谨而全面的工作。赛事举办
至今，闭环管理对于赛事顺利运转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说：“涉奥人员在来华前就进行了核酸检测。我们告诉大家，
在来之前请尽量居家，不要和外界过多接触，并且在登机前进行核酸
检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出发前）最后时刻感染的人群，并对他
们进行隔离。当他们抵达赛区，进入闭环，就不会有传播，非常安全。”

“闭环内外的人群也完全隔开，闭环内是中外涉奥人员，闭
环外是北京和河北的百姓。我们都很安全。鉴于当前的形势，

（闭环）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起到了作用。”
冬奥遗产惠及一代代中国人
小萨马兰奇的父亲、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萨马兰奇任期内，中国成功申办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如今，小萨马兰奇又全程参与了 2022 年冬奥
会的筹办工作。

小萨马兰奇认为，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叙事方式和科技呈现让他非常喜欢。“开幕
式可以体现举办地的心态。2008年，中国希望告诉世界，我们来了，我们在这里进行大
型的庆祝。现在，中国不需要再向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来了，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
台的中央。（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是‘一起向未来’，向世界传递了非常好的信息。”

在他看来，就像 2008 年奥运会一样，北京冬奥会的遗产也将影响一代代中国
人。他说，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冬奥遗产在赛前就已经呈现。首先，一批出色的场馆
未来将面向百姓开放，这不仅在冬奥会的 16 天，而且在未来的 60 年都将起到积极
作用；其次，通过筹办冬奥会，相关基础设施得到完善，高铁、高速公路等将给百姓生
活带来更多便利；第三，中国已经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冰雪运动国家，而这也将进一步影响整个国
家和社会。”小萨马兰奇说。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国际奥委会如何评价北京冬奥会

？

—
—

专访小萨马兰奇

2 月 12 日，中国队选手王智宇在比赛中掷壶。当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
方”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男子冰壶循环赛中，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 新华社发

冰壶——男子循环赛：中国队对阵意大利队

2 月 12 日，中国队球员英如镝（右一）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国家体育馆举行
的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小组赛中，德国队以 3 比 2 战胜中国队。 新华社发

冰球——男子小组赛：中国队不敌德国队

2 月 12 日，中国选手高亭宇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2 月 12 日，中国选手高亭
宇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2 月 12 日，中国速度滑冰队主教练刘广彬在高亭宇夺冠后庆
祝。 新华社记者 武巍 摄

2 月 12 日，冠军中国选
手高亭宇（中）、亚军韩国选
手车旼奎（左）和季军日本
选手森重航在奖牌颁发仪
式上。当日，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奖牌颁发仪式在北京赛
区颁奖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 摄

速度滑冰—中国选手高亭宇获男子 500 米冠军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记者 赵雪彤 刘阳 王镜宇）“高
亭宇今天用中国速度证明了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参加北京冬奥会
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阐释
了‘中华好男儿’的这种精神。”

12 日，中国选手高亭宇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决赛
中，以 34 秒 32 的成绩打破奥运纪录，获得金牌，实现了中国男子速度
滑冰运动员冬奥金牌“零”的突破。

倪会忠介绍，高亭宇及其教练组在赛前就已底气十足，赛前的目
标就是打破奥运纪录，夺得金牌。

倪会忠评价，高亭宇是训练型的选手，他在训练中的状态应该比
在比赛中还要好。“他今天的出发速度很好，但其实他在训练中的出发
速度比今天更好。”

“高亭宇的夺冠是绝对实力的体现。可以说这是在我们拿过的金
牌，还有将来要拿到的金牌中最有底气、最能体现绝对实力的一块金
牌。”倪会忠赞叹，速度滑冰与其他项目不同，“速度滑冰这个项目毫无
对手的干扰，完全体现的是自己的能力。”

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共斩获四枚金牌、三枚银
牌、一枚铜牌。

高亭宇用速度证明了
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