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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新华社东京7月10日电（记者王
子江）中国帆船帆板队10日乘机从北
京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成为第一批抵达
东京的中国运动员。

中国队成员穿着国家队队服、戴着
口罩和面罩，推着行李走出机场，之后

乘坐组委会提供的大巴前往下榻酒店。
东京奥运会帆船帆板比赛场地位

于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江之岛游艇码
头。奥运会帆船比赛时间为7月25日
至8月4日。

抵达东京的中国帆船帆板队共

18 人，包括 12 名运动员，他们将参
加8个项目的争夺。抵达东京后，中
国帆船帆板队将于11日展开赛前训
练，包括水上适应性训练和体能训
练，以尽快熟悉环境，调整心态，进
入最佳竞技状态。

此前，中国帆船帆板队在奥运会赛
场上共斩获6枚奖牌：2金 3银 1铜。
其中，除徐莉佳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斩获的1铜1
金两枚女子激光雷迪尔级奖牌外，其余
四枚奖牌全部出自女子帆板项目。

中国第一批运动员抵达东京
中国帆船帆板队12名运动员将参加8个项目的争夺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
岳 冉 冉）中国女足 10 日在香河国
家足球训练基地公布出征东京奥
运会 22 人名单，王霜、吴海燕、王
珊珊领衔。

中国女足22人名单为：
门将：彭诗梦、朱钰、丁旋；

后卫：吴海燕、王晓雪、李梦雯、林
宇萍、罗桂平、陈巧珠、王莹；

中场：李晴潼、张馨、王霜、王焱、缪
斯雯、杨莉娜、刘靖；

前锋：王珊珊、杨曼、乌日古木拉、
王妍雯、肖裕仪。

女足队长吴海燕说：“感谢支持女

足的朋友们，三年来我们一路有艰辛，
但更多的是幸福，我们一定会在奥运赛
场拼尽全力。”

在22人大名单中，有4人将会进
入候补名单，她们将在队友出现伤病等
无法参赛的情况下，替换进每场比赛的
18人名单中。

东京奥运女足比赛共 12 队参
加，分三组进行小组赛。中国队与
荷兰、巴西、赞比亚队分在 F 组，7
月 21 日中国队和巴西队将在首场
小组赛中交锋。每个小组前两名以
及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将晋级淘
汰赛。

中国女足宣布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
21日将和巴西队在首场小组赛中交锋

7月10日，中国女足队员在公开课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日本福岛县政府10日宣布，在当
地举办的东京奥运会赛事将不会接纳
现场观众，改为空场举办。福岛县知事
内堀雅雄当天在临时记者会上说，福岛
县新冠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因而请求
主办方禁止观众现场观赛，并获得批准。

日本奥运大臣丸川珠代8日宣布，
首都圈地区，即东京都和周边埼玉、神奈
川和千叶三县的所有场馆将不允许观众
现场观看比赛和开闭幕式表演。福岛
县、宫城县和茨城县等地的赛场维持原
观众人数规定，即可以接纳赛场容量的
一半、每场最多不超过一万人。

同样承办东京奥运会赛事的北海
道政府9日宣布，在当地举办的足球比
赛改为空场举办。内堀雅雄说，福岛县
决定空场办赛受北海道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原本打算
借助奥运展现2011年“3·11”大地震和
海啸的灾后重建成果，重灾区福岛县的
最新决定给这一愿景带来又一打击。

福岛县承办东京奥运会7场垒球
和棒球比赛。23日开幕式举办之前，
日本垒球队21日将在福岛县对阵澳大
利亚垒球队，揭开东京奥运会全部赛事
的序幕。 安晓萌（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福岛县
改为空场办奥运

新华社波哥大7月10日电 哥
伦比亚政府9日公布了 17名涉嫌
参与刺杀海地总统莫伊兹的哥伦
比亚公民身份，另有4家公司因涉
嫌组织并参与刺杀行动正在接受
调查。

哥国家警察总局长巴尔加斯在
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已
确定身份的17人均曾在哥军队服
役，并于2018年至2020年间相继退
役。海地警方已抓捕其中15人，另
2人在抓捕过程中死亡。

哥伦比亚政府公布
17名参与刺杀海地总统嫌犯身份

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9日分别
说，他们将派出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
官员前往海地，协助该国调查总统遇
刺案。海地警方8日说，由美国人和
哥伦比亚人组成的一个武装团伙涉嫌
参与刺杀海地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

白宫一名发言人9日说，美国将
从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派出高
级官员前往海地，“以便尽快摸清情
况，看看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
们知悉2名美国人在海地被捕，正密
切观察情况。”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
美国目前没有向海地提供军事援助
的计划。

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9日在
推特上说，该国两名情报界高级官员
将随国际刑警组织一同前往海地协
助调查。

哥伦比亚警方和其他调查人员
9日说，涉嫌参与刺杀行动的哥伦比
亚人受雇于4家公司，分两路经由多
米尼加共和国进入海地，其中17人
是哥伦比亚退役军人。

一名调查人员告诉海地《信使
报》，两名美国人在刺杀行动中充当
翻译，据两人说法，这起行动原本计
划抓人，没打算杀人。

海地警方正在调查凶手的作案
动机和幕后主使。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哥伦比亚将派人
协助调查海地总统遇刺案

7月9日，人们在韩国首尔街头排队等待接受核酸检测。
韩国10日报告新增1378例新冠确诊病例，是去年1月20日境内首次出

现新冠确诊病例以来的最高值，连续三天刷新纪录。防疫部门警告，如果疫
情持续恶化，到本月末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突破2100例。 新华社/美联

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连续三天破纪录

新华社阿布贾7月10日电（记者
郭骏）尼日利亚警方10日证实，尼西
北部扎姆法拉州的5个村庄日前遭不
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35人死亡。

扎姆法拉州警方发言人穆罕默
德·谢胡1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
采访时说，大批武装分子8日先后闯
进该州马拉东区的5个村庄，朝毫无
防备的村民开枪并大肆破坏房屋、掠

夺村民财物，共有35名村民在袭击
中死亡。

谢胡说，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向
事发地区派遣警力，但因通往事发地
的路况差，警察赶到时武装分子已经
离开，警方正在追捕袭击者。

近几个月来，尼日利亚连续发生
武装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
被绑架。

尼日利亚数个村庄遭武装袭击
35人死亡

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
特·托卡耶夫10日解除农业部长萨
帕尔汗·奥马罗夫的职务，理由是领
导应对旱情的工作不力。

托卡耶夫当天在政府会议上说，
受灾地区政府和农业部没有作出正
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导致农民陷
入困境”。

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和邻近的

中亚国家正在经历极端高温天气和
干旱，农作物严重缺水，牧区草场干
枯导致家畜数量减少。

据路透社报道，哈萨克斯坦是中
亚主要粮食生产国，2021至2022年
度小麦（含面粉）出口量有望维持
750万吨。哈萨克斯坦还是油籽及
肉类的主要生产国。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抗旱不力

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长被解职

7月10日，医务人员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现场
搬运遇难者遗体。

警方和目击者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10日发生一起针对摩加迪沙警察
局长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索马里首都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岳
冉冉 岳东兴）中国女足10日在香河国
家足球训练基地公布出征东京奥运会
22人名单，王霜、吴海燕、王珊珊领衔，
唐佳丽、马君、娄佳惠落选。针对这份
大名单，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接受了
新华社记者专访。

从名单看，这是一套以老带新的阵
容，22人中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
的只有五人，分别是：吴海燕、王霜、王
珊珊、杨曼、王焱，其他队员多集中在
1994-1997年龄段，最小的是1999年
出生的小将王妍雯。

对于球员的年龄结构，贾秀全拿日
本女足大名单进行了比较，“日本队

1997年后出生的有11人，最小的是
2003年（出生）的。所以说中国女足这
批队员已不算年轻。”

贾秀全说，选出的22人是目前最
适合打东京奥运会的人选，也是女超联
赛中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吴海燕、王珊
珊、王霜等老队员无疑是中流砥柱，乌
日古木拉是中国二队的队员；刘靖、王
妍雯是国青主力，陈巧珠是国青队长，
她们都参加过世青赛。

贾秀全表示，出线形势不同，目标
对手不同，位置打法不同，对用人的要
求也会不同，“我们是想给中生代球员
更多机会，让她们在奥运会上展示出中
国女足精神、形象、技战术素养”。

“相较奥运会预选赛，这次球队人
员产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前锋唐佳
丽，老将马君、娄佳惠都落选了，而一些
新面孔进入到名单中。”贾秀全说。

记者看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6月26日对唐佳丽伤情的诊断记
录，上面写着“膝关节痛左膝滑膜炎，左
膝内侧副韧带及髌韧带损伤”，建议“患
肢休息为主，避免剧烈活动”。贾秀全表
示，唐佳丽因伤无缘奥运会很遗憾，但她
的职业生涯还长，希望她能好好养伤。

而对于马君、娄佳惠等老将的落
选，贾秀全说这是教练组经过慎重考
虑、权衡利弊后，做出的痛苦决定。“我
衷心感谢每个阶段，每名入选国家队的

队员，她们都为中国女足做出了巨大贡
献。中国女足的复兴，女足精神、女足
文化和技战术传承，要靠几代人努力。”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足与荷兰、
巴西和赞比亚队分在F组。贾秀全表
示，同组的三个对手代表三种类型：荷
兰队是欧洲新贵，世界排名第四；巴西
队是老牌劲旅，经验老到；赞比亚队是
非洲新锐，前锋闻名。

“对中国女足而言，每场都是硬仗，每
场都需认真，要先确保小组出线，再往长
远目标努力。我们是有梦想的，我们会在
东京奥运会上全力一搏，这就是我们的决
心。我们不是看客，我们不是参与者，我
们是竞争者，我们要去拼。”贾秀全说。

贾秀全详解中国女足东京奥运会名单

入选的都是女超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

关注东京奥运会

日本神奈川县平冢市当局9日
说，抵达日本备战东京奥运会的一名
立陶宛游泳选手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将接受进一步检测。

这名选手30多岁，7日随立陶宛
奥运游泳队抵达日本，在东京羽田机
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游泳队随后抵达平冢住宿和训练。他
8日上午再次接受检测，随后在泳池
训练，9日上午检测结果显示阳性。
然而，当天下午第三次病毒检测的结
果又显示阴性。他随即被隔离，10日
将再次接受检测。

立陶宛游泳队乘坐专用车辆往返
下榻酒店与训练场地。日方正在确认
这名运动员的密切接触者。

东京奥运会23日开幕，境外奥运
代表团成员正陆续抵达日本。6月，
两名乌干达代表团成员确诊感染新
冠。本月3日，塞尔维亚一名选手入
境时确诊感染；9日，一名以色列代表
团成员在羽田机场入境时检测结果呈
阳性。

不少日本民众和企业担心举办奥
运会会加重新冠疫情。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一名抵日外国奥运选手
疑似新冠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