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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林匹克运动，罗格虽未有如其前任萨马兰奇那般的再造之功，但
他决绝的反兴奋剂、反腐败之举，以及创办青奥会这一富有远见的设想，在
这家“百年老店”的历史上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

观 天下

关注
东京残奥会

罗格一生与体育结缘。出生在海滨城
市的他，3岁起就经常跟随父母一起出海。
青年时代，罗格曾三次参加奥运会帆船比
赛，拿过一次世界冠军、两次世界亚军。他
还从事橄榄球运动，拿到过比利时联赛冠
军，为比利时队先后效力长达10年。

34岁时，罗格结束了自己的运动员生
涯，进入大学学医，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一
名外科整形医生。对体育的热爱，令罗格在
从医之余，并未远离奥林匹克运动。退役的
那一年，他应邀加入比利时奥委会，后来成
为了比利时奥委会主席。

他语言上的优势———除了能说流利
的荷兰语和法语外，还能讲英语、德语、西班

牙语，成为进一步跻身国际奥林匹克管理层
的有利条件。1989年，罗格当选欧洲奥委
会主席。1991年，受萨马兰奇之邀，罗格成
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十年之后，他从萨翁手
中接过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杖，开启了一
个新的时代。

罗格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他
在运动员时代从未想过要加入国际奥委会，
更别提当国际奥委会主席了，在他看来，“一
切都属于机缘巧合”。

在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罗格也未
远离体育，出任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难民和
体育问题特使，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继
续贡献着力量。

尽管掌舵国际奥委会并不在罗格最初
的人生规划中，但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着强
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其治下12年里，
国际奥委会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重拳首先挥向了兴奋剂这颗体坛毒瘤。

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前夕，东道主
希腊的两名运动员以发生交通事故在医院
接受治疗为由，拒绝接受兴奋剂检测。顶着
得罪东道主的巨大压力，罗格坚决不妥协，
最终迫使那两人退出奥运会，从而向世界体
坛昭告了反兴奋剂的坚定立场。

相比反兴奋剂工作，罗格任内的另一项
重要改革——奥运“瘦身”计划，成效则不甚
理想。

萨马兰奇时代，奥运会顺应商业化、职
业化的时代潮流，迎来脱胎换骨的变化，声
誉渐隆。但奥运会规模日益庞大，给举办国
家带来的经济压力与日俱增，也让一些弱小
国家望洋兴叹。因此，罗格主张把一些落后
于时代、观赏性差的项目剔除出奥运会，接
纳一些新兴项目，以保持奥运会的活力，同
时降低举办成本。然而，由于项目调整关乎
项目生存发展以及奥运会上各国（地区）的
奖牌得失，砍掉旧项目和引入新项目都阻力
重重。到罗格卸任时，他提出的将夏季奥运
会规模控制在10500名运动员、28个大项的
目标未能达成。时至今日，他的继任者巴赫
在位已八年，这一难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夏
季奥运会成功，三天后，罗格当选国际奥委
会主席。因为这一缘分，罗格同中国保持着
一份特别的情谊。

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罗格先后20
余次来华，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广州等城市
乃至街巷社区都留下过他的身影。2008年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罗格三次向中国领导人致函
表达慰问，国际奥委会也首批向灾区捐款100
万美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罗格
在致辞中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
比”的奥运会。这一评语至今广为流传。

罗格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
秘书曾透露，每次来中国前，罗格都会让秘书
在卡片上写一两句中文，并给每个汉字标注发
音，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上几句中国话。2003

年3月的一天，北京向国际奥委会送审2008
年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中国印”，按照惯例，
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会徽样本上签名确认。
那一次，罗格给了在场所有人一个惊喜——他
让秘书取来自己的中国印章和印泥，在会徽样
本上端端正正地盖上了“罗格之印”。

罗格还十分赞赏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
所做的贡献。过去十几年里，他多次为首都
文明工程基金会主办的《文明》杂志特刊题
词，以表达对该期刊长期推广奥林匹克文化
的肯定与支持。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到访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
部。尽管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那时罗格已久
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但那一次他仍然来到洛
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现场迎接习主席，表
达了他对中国的特殊情谊。

一直以来，罗格给外界的印象是斯文儒
雅，沉稳理性，但不苟言笑。接受采访时，无论
问题刁钻还是轻松，他总是面容平静，语速平
缓，喜怒无形。唯一一次例外是在温哥华冬奥
会，开赛前一名格鲁吉亚雪橇选手在训练中意
外身亡，悲剧发生后不久，在开幕前的新闻发
布会上，罗格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止不住地
往下流。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在冬奥会开幕
前，我们失去了一位年轻的格鲁吉亚选手，我
感到非常难过。”罗格曾坦言，那是他担任国际
奥委会主席12年里的至暗时刻。

在主政国际奥委会时期，罗格追求一种民
主、平等的管理方式，大胆充分放权，赢得了同
事们的广泛好评。他表示，自己首先是一名忠
实的“听众”，倾听奥运大家庭各方意见，然后

再作出判断和选择。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身为国际奥委会掌

门人，罗格始终保持着运动员的“本色”。当
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仅几个小时，他便宣
布，盐湖城冬奥会期间他将住在运动员村，
而不是国际奥委会总部饭店。这一做法，他
一直保持到卸任前的伦敦奥运会。

童话《小王子》是罗格最喜欢的一本
书。在卸任前的一次采访中，记者请罗格为
自己的国际奥委会生涯作评，他引用了《小
王子》当中的一句话作答：“评判自己比评判
别人要难得多，要是能评判好自己，你就是
一个真正的智者。”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高鹏
汪涌）

瑞士时间29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前主席雅
克·罗格去世，享年79岁。作为国际奥委会的第
八任主席，这位温文尔雅的比利时人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给出的“无与伦比”的至高评
价，也与2008年那个夏天一起，成为无数国人心
中的永恒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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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改革

中国情谊

智者无形

8月29日，人们走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街头。
四级飓风“艾达”29日下午登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海岸，

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40公里。数小时后，“艾达”扫过州内最
大城市新奥尔良，这座城市全城断电。 新华社/美联

“艾达”来袭 新奥尔良全城断电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9日
在一档电台节目中批评首相菅
义伟误判新冠疫情、防疫不
力。这一话题很快登上日本社
交媒体热搜榜。

奥运会开幕后，日本新冠
疫情不断恶化，全国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增至原先的近五倍，
东京增至原先的三倍多。

村上春树在节目中讽刺
说：“首相……如果真的看到出
口，他真是好视力啊！我和首

相同岁，我可是根本看不到任
何出口。”村上春树和菅义伟现
年均为72岁。

村上春树继续说：“首相好
像不太具备倾听的能力，也许只
是眼睛好吧！或者只看想看的
东西。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

同一天，日本两份报纸发布
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菅义
伟内阁所获支持率从去年9月
上任之初的大约70%跌至大约
30%。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村上春树批首相防疫不力登日本热搜

8月30日，一名以色列男子在耶路撒冷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以色列卫生部29日宣布，将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人群的年龄

下限从30岁降低至12岁。目前，以色列可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
为12岁以上。根据以卫生部规定，从29日晚开始，所有接种两剂
新冠疫苗超过5个月的人都可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新华社/美联

以色列降低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年龄下限

据新华社东京8月30日电
（记者赵建通、董意行、胡佳丽）
东京残奥会举重项目比赛30日
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夺1金1
银，最终以7金6银的战绩结束
本届残奥会征程；盲人足球五
人制比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取
得3分；射击迎来首个奖牌日，
中国选手取得1金1银。中国
代表团当天共夺得8金6银1
铜，总共已经收获54金35银30
铜。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在
金牌榜、奖牌榜上均稳居第一。

举重项目最后一个比赛
日，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
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江西姑
娘邓雪梅表现出色，三次试举
全部成功，没有给对手任何机
会，以153公斤的成绩夺得金
牌，为举重队的东京之旅画上
圆满句号。

当天上午，中国盲人足球
队凭借朱瑞铭的任意球直接破
门，以1：0战胜法国队，在获得
首场胜利的同时获得了宝贵的

3分。31日，中国队将对阵东道
主日本队，在与对手积分相同
但净胜球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只有取胜才能保留晋级机会。

中国女子盲人门球队当日
4：2战胜加拿大队，以小组第一
的成绩出线，三届残奥会亚军
再次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乒乓球赛场上，中国队赵
帅摘金，熊桂艳夺银。

在游泳项目上，中国队继续
强势保持统治地位，全天共取得
5金3银1铜。全代表团年龄最
小的蒋裕燕拿下女子50米蝶泳
S6级冠军。这个16岁的浙江姑
娘先是在预赛打破世界纪录，随
后又在决赛中比亚军提早1秒
61到达终点。有着“无臂飞鱼”
称号的中国运动员郑涛打破自
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并拿下男子
50米仰泳S5级金牌，这也是他
在东京摘得的第三枚金牌。

31日，中国代表团将在射
箭、游泳、田径等多个项目上向
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举重再取一金一银完美收官
赛程过半中国稳居“双榜”第一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夸耀其政府组织了一场“平生
难得一见”的撤离行动，两周内
用飞机将超过1.5万人带出已
被塔利班重新控制的阿富汗。

然而，跟随美国仓促撤离
阿富汗，英国落下不少“自己
人”，约翰逊政府遭英国政界猛
烈“炮轰”。

立场偏“左”的英国《观察
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
息报道，英国议员和慈善机构
给外交部发送数千封电子邮
件，要求英军帮助一批“面临危
险”的阿富汗人撤离，但这些邮

件“没被打开过”。
报道说，证据显示，外交部

用于接收类似请求的官方电邮
账户上周有5000封未读邮件。

那名知情人士说：“他们不
可能知道（还有多少人被落
下），因为他们根本没读那些邮
件。”外交部则回应称，其“危机
处理小组”每天连轴转，处理大
量电邮和电话。

关于“落下”的人数，英国
政府官员给出过不同的估算版
本，国防参谋长尼克·卡特说有

“好几百”。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撤离行动落下大批“自己人”
英政府遭“炮轰”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从2001年至2013年，罗格在任期内经历了2004年
雅典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
及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2010年温
哥华冬奥会。

从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那一刻，罗格就与中国有着不
解之缘。2001年7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
全会上，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与此同时，他也从
担任2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的手中接过大权。

雅典奥运会射击比赛中，中国选手杜丽夺得这届奥运
会的首枚金牌。罗格给杜丽颁奖，这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
主席后颁发的首枚夏季奥运会金牌。

伴随2008年奥运会的筹办，罗格多次来到中国。在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他曾经说：“北京奥运会将在2008年8
月8日晚上8时开幕，8在中国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我还想
做一个补充，我是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席，我相信这也会
给中国人民带来好运气。”

在那届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罗格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向世人宣布：“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温文尔雅和平稳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奥林匹克的航船虽遇风浪仍能稳健
前行，与有罗格这样一位睿智而坚强的舵手密不可分。

2001年，他击败另外4位候选人，成功当选国际奥委
会主席。萨马兰奇在罗格当选之后说：“一位重量级的新
主席来了！”

他上任后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反兴奋剂。他强调，如果有
一天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体育俱乐部去，因为担心
孩子会由此使用兴奋剂，那么这一天的到来也将意味着体育
的坠落。此后，他决定在奥运期间的兴奋剂检测数量翻倍，同
时加强赛前和赛外检测，存储兴奋剂样品用于日后检测。

为了更好地吸引青年人，罗格一手创办了青奥会，面
向15-18岁的青年运动员，将体育与教育、文化体验结合
在一起。如今已举办了3届夏季青奥会和3届冬季青奥
会。但随着青奥会的开展，竞技元素越来越突出，似乎远
离了当初的教育意义。未来，如何平衡好教育与竞赛的关
系，促进运动员全面均衡发展，是青奥会面临的一大挑战。

与运动员在一起

与运动员在一起，是罗格竞选主席时的承诺。这从他
大部分时间与运动员同住奥运村就可见一斑。

回忆罗格的一生，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首先，雅克热爱运动，喜欢和运动员在一起。
他把这种热情传递给了认识他的每一个人，他在运动中的
快乐具有感染力。”

“他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主席，帮助国际奥委会实现现
代化和转型。他将因倡导青年运动和创办青奥会而被人
们铭记。

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提供关于罗格病情的更多信息，自
从2013年卸任以来，虽然依旧担任名誉主席，但这位比利
时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我享受吗？并不总是。”罗格此前在回顾时说，“那兴
奋吗？当然！能成为主席当然是一项殊荣。有高光时刻，
也有暗淡瞬间，但事实上，对我来说最大的奖励是运动员
权益得到了保障，从这一点看，我成功了。”

(据新华社杭州8月30日电 记者姬烨)

悄然离世的罗格
是怎样的奥林匹克“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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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08年8月8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雅
克·罗格在北京举行的第
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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