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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力量
带着希望相聚五环旗下

这一刻，我们“情同与共” 本报讯（记者 姚依依 实习生 钱月明）7月
23日，2020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身着红白
相间服装的中国代表团如约登场，在队伍的最
前方手持五星红旗的，正是大家熟悉的面孔、两
位里约奥运冠军——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
拳道运动员赵帅。千里之外的屏幕前，父老乡亲
们看到江苏运动员赵帅，更是倍感亲切和自豪。

本届奥运为了体现性别平等，国际奥委会首
次要求每个参赛国家或地区各派一名男、女旗手
参加开幕式。7月17日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
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
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在公布中
国代表团旗手后，网友们纷纷表示“实至名归”。

5 年前的里约奥运会，赵帅一路过关斩将，
摘得跆拳道男子 58 公斤级冠军，实现了中国跆
拳道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这位来自江苏省
跆拳道队的国际健将，1995 年出生于辽宁省朝
阳市，据赵帅省队教练、江苏省跆拳道队主教练
王志杰回忆，赵帅 2004 年开始接触跆拳道，
2009 年正式进入江苏省跆拳道队，逐渐从陪练
成长为队内重点培养的选手。

里约奥运夺冠后，赵帅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战
绩。2019 年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中，
他获得 68 公斤以下级亚军，并以该级别大满贯
积分排名榜首的成绩获得直通2020年东京奥运
会的资格。这一次的东京，他从 5 年前的 58 公
斤级升到如今的68公斤级，期待再次有所突破。

“旗手名单确定后，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我，我告诉他，这是一个无限荣光的机会，要倍
加珍惜。”王志杰对赵帅担任开幕式旗手表示祝
贺。王志杰还感慨，赵帅担任旗手，是中国跆拳
道项目的突破，也是跆拳道项目的荣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是第一次在奥运会
赛场高擎五星红旗，但是赵帅却是运动员中一
位经验丰富的旗手。2017 年第十三届全运会
赵帅担任江苏代表团旗手，2018 年雅加达亚运
会中，赵帅也担任了中国代表团旗手。在媒体
采访中，赵帅曾表示，“我觉得这对我是一种莫
大的荣幸，也是对我们项目的一种认可。我会
以此为动力，在东京赛场上继续为祖国争光。”
25 日，赵帅将正式亮相赛场，届时大家可以通
过直播关注，为他加油。

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研一学生崔永
哲在宿舍观看开幕式后，深有感触，“作为一名
体育专业学生，更是作为中国的一名运动员，我
深感骄傲和自豪，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肩负
的重任。”

荣耀时刻！
这个旗手真“帅”

本 报 讯 （记 者 姚 依 依） 7 月
24 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首个比
赛日，赛程将紧锣密鼓地进行。其
中，7 位江苏健儿尤浩、孙炜、吴静
钰、李梦雯、彭诗梦、王晓雪和张雨霏
将分别在体操、跆拳道、足球、游泳
等项目中蓄势待发，向强劲的对手
发起挑战。

34 岁的无锡老将吴静钰，本次
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她所参加的跆
拳道女子 49 公斤级比赛将在当天决
出金牌。作为北京、伦敦奥运会冠
军，吴静钰可谓是经验十足，但她的
对手同样不容小觑，1/8 决赛将要对
阵来自难民代表团的跆拳道名将迪
娜·普尔尤恩斯，这位选手 2020 年世
界排名第三，在 2019 年荷兰公开赛
和 2021 年索非亚·拉莫斯公开赛斩
获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里约奥运会后，
吴静钰一度选择了退役，生下女儿
后，2019 年她选择突破自己，宣告
复出，重新向奥运发起冲击。2019
年莫斯科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
上，吴静钰虽然决赛中遗憾获得亚
军，但收获 48 个奥运积分，让她锁
定东京奥运参赛资格，并成为世界
跆拳道历史上首位连续 4 次获奥运
参赛资格的女运动员。“她的经验和
能力都没有问题，比赛是对训练结
果最好的检验，期待她发挥出自己
的水平。”吴静钰省队教练、江苏省
跆拳道队主教练王志杰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相信年龄对于她
而言不是问题。

其他赛事方面，24 日上午，率先
出场的是体操运动员尤浩和孙炜，尤
浩将参加男子吊环和男子双杠的资
格赛，孙炜将参加男子个人全能和男
子团体的资格赛。北京时间 16:00，
李梦雯、彭诗梦、王晓雪将和中国女
足姑娘们一起迎战赞比亚女足。北
京 时 间 18:28，张 雨 霏 将 参 加 女 子
100 米蝶泳的预赛。

7月23日，23时40分许，当大坂直美点
燃位于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主火炬时，现场
没有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但来自世界
各地的运动员们站立在场地上，向全世界展
现了他们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坚定决心。

这是非同寻常的一次奥运重启。延期
一年的等待，取自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的
圣火，终于在本届奥运会主体育场点燃。
五环旗下，人类因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追求而重新相聚！

东京的夜幕下，一副巨大的木质五环在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缓缓竖起。细细观察，五
环上还保留着木材天然的纹路，在灯光的照
射下，这种“不完美”反射出别样的光芒。

这副别致的五环背后有一段穿越时空
的动人故事。

1964年，第18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举
行，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代表从家乡带来了
树种，在日本各地种下。今天，当年的种子
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本届奥运会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开幕式表演就选用了这些木
材，那副五环就是其中之一。

57 年前孕育希望的种子破土成林，泽
被后人，并感召人们继续团结在五环旗帜
之下。

这便是这场开幕式，也是东京奥运会
希望表达的主题——情同与共。

23 日晚，可容纳 68000 人的观众席异
常空旷。由于防疫需要，开幕式仅允许和
奥运直接相关的少量人员参加。史无前例

“空场”进行的奥运会开幕式提醒着人们：

这是在特殊时期举办的一届特殊的奥运
会，人类，面临一场共同的考验。

体育场之上，1824架无人机升空，用光
点编织成一颗蓝色地球照耀全场，那是所
有人的家园。奥林匹克格言被投影在体育
场地面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开幕前三天，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
会进行表决，对奥林匹克格言做出修改。
在疫情阴云尚未散去的今天，“更团结”是
奥林匹克运动给这个世界提供的新答案。

在一片焰火中，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
这是奥运会第二次在东京举办。
1964 年，东京还曾为奥运史留下了一

项“小而美”的遗产——如今人们所熟悉的
运动项目图标，这创造了一种超越文化界
限的标识，令奥运会项目为更多人所熟
知。而本届奥组委又进一步，首次推出了
奥运会和残奥会项目的动态图标。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创意，被注重细节的
日本人搬到了开幕式舞台上——“让比赛开
始！”身着特制服装的演员跑上舞台，在电视
转播机位的配合下，完美复刻了 50 个分项
目图标亮相、展示动作和消失的三个环节。

难民代表团规模也在东京奥运会上扩
大，从上届的10人增加至29人。这项始自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创举，旨在借奥林匹
克运动唤起世界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在全球疫情依然肆虐的形势下，东京奥
运会也注定将在奥运史上成为一个坐标。
它的开幕向世界宣告：在详细、严格的防疫
措施保障之下，举办一届“安心、安全”的奥

运会，在线下实现全球重聚，是切实可行的。
一路走来，东京奥运会能顺利开幕并非

一帆风顺。幸运的是，东道主感受到最多的
还是全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以及来
自国际奥委会和各个体育组织的团结协作。
正如开幕式现场颇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所展现
的：黑暗中，演员用手中的红色长绳与地面上
出现的红色网格投影，在整个场地中“织”出
了一张巨大的红色网络，俯瞰如同人体中一
刻不停的血液流淌与脉搏律动，又如同将地
球变成“地球村”的飞行航线、通信网络⋯⋯

未来16天，将有来自206个代表团，约
11000 名运动员在 33 个大项、339 个小项
中展开角逐。开幕式上，各代表团在各自
旗帜的引领下依次步入现场。

这是令人动容的一幕，世界各国、各地
区的旗帜又一次飘扬在同一片天空之下。
阿根廷代表团蹦跳着入场，看台上的志愿
者情不自禁跳起了舞；印度运动员飞奔向
看台，与本国记者相互挥舞国旗致意⋯⋯

一抹鲜艳红从西侧进入体育场，点亮
了东京的夜——中国代表团在五星红旗的
引领下入场了！

走在队伍最前方的是两位旗手——女
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两人
双手共擎国旗，引领队伍走向五环旗下。

体育场中央，中国运动员和各代表团运
动员们站在一起。疫情暴发以来，这还是许
多老对手、老朋友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相见。

虽不能彼此拥抱，但共襄奥林匹克盛
举的心，一直相通。 （据新华社电）

“四朝元老”吴静钰领衔

江苏健儿
战弓拉满

（（CFPCFP供图供图））

电视网络直播开幕式时，中国代表
团出场瞬间，网友纷纷留言，告白最美的

“中国红”。
“虽然没有现场观众，但在电视机电

脑和手机前，有14亿中国观众为你们加油
喝彩！”

“好精神的中国红，好闪耀的中国红！”
“一抹东方红在走廊尽头出现，一句

‘China’在耳畔响起，我知道，是中国！”
“加油！中国红yyds！”
“等的就是这一刻，果然永远不会让

我失望！”

“在沙发上刷手机，听到中国队出场
一下子坐了起来！倍儿精神！”

“美丽的朱婷，超帅的赵帅！”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看到这我可就不困了啊！我们的运

动健儿充满朝气，太喜庆啦！”
据人民日报微博

看！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红

扫码观看东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的“中国红”

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

（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