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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正在
加速反弹，最近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住院病例数、死亡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
标都在反弹。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政
客仍执迷于甩锅推责，急不可耐抛出所
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企图通
过抹黑他国，转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责
任。这是对科学的无视，是对生命健康
的漠视，也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
坏。

事实一再证明，抹黑他国洗白不了
自己，甩锅推责只能愈加贻误拯救生命
的战机。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最
成熟的国家，美国为何会成为“抗疫失
败国”“全球疫情扩散国”？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不负责任的美国政客出于政治
私利，不把精力用在抗击本国疫情上，
从一开始就甩锅推责，大搞疫情政治
化，结果不仅让美国民众深受其害，也
令全球抗疫雪上加霜。

为了甩锅推责，这些美国政客费尽
心机掩盖本国疫情、企图粉饰太平。美
国媒体《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
报》披露，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显
示当地 2020 年 1 月和 2 月出现新冠肺
炎症状或检测结果呈阳性的 171 名患
者数据，但该数据于2020年5月4日晚
被删除。后来，该州卫生部发现删除数
据导致病例号中断，又不得不恢复相关
数据。类似做贼心虚、偷偷摸摸的案
例，只是美国瞒报疫情的冰山一角。根
据华盛顿大学的几项研究，美国新冠肺
炎感染和死亡病例可能分别超过6500
万和90万，远远高于官方统计。

为了甩锅推责，这些美国政客不断
上演“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闹剧。
他们诬称，中国试图阻挠世卫组织正常
开展工作。事实上，悍然退出世卫组
织，动辄以停缴会费威胁世卫组织的，
正是美国。公然把疫情污名化、病毒标
签化，干扰世卫组织协调全球抗疫行动
的，也是美国。对世卫组织“合则用、不
合则弃”，对多边主义“合则用、不合则
弃”的，还是美国。至于美国政客反复
炒作的“病毒溯源”，只是用来抹黑中国
的借口。事实上，不接受真正科学溯源
的正是美国，不参加国际溯源合作的也
正是美国。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始终秉持
科学、专业、严肃、开放、透明和负责任
的态度，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溯源
合作，已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
华。专家组走访了所有想去的地方，也
见到了每一位他们想见的人。反观美
国，针对其国内早期新冠病例可能早于
已知时间的报道和报告，美国政客却始
终讳莫如深。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
杂志披露，美国政府内部警告，不要对
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
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但无论怎么遮掩，
美国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临时关闭同“电子烟肺炎”
等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到底有何关
联？美方为何至今还不邀请世卫组织
赴美彻查德特里克堡？在溯源问题上，
既然可以来中国，为什么不能去美国？

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这是什么逻辑？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
充分说明，他们根本不在乎事实和真
相，也没有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
只是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
不过，任何甩锅推责，都无法改变美国
抗疫不力、拖累全球疫情防控的负面事
实。美国政府必须明白，对于历史上前
科累累的德特里克堡，对于曾因实验室
违规、污染物泄漏等臭名昭著的德特里
克堡，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提出疑问，
要求美国作出澄清和交代，并呼吁世卫
组织前往彻查。这样的要求不仅是为
了新冠病毒溯源，也是为了包括美国人
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美国不给出合理解释，质疑就不会结
束。

就在不久前，美国媒体通过修改评
分规则，把美国送上“全球抗疫第一”的

“宝座”。然而，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
美国不断反弹的疫情，并不会随着政治
操弄而消失，只会在不作为和空喊中越
来越严重。我们奉劝美国政客，尽快找
回良知理性，早日停止甩锅推责。毕
竟，霸权思维阻断不了病毒，强权逻辑
控制不住疫情。尊重生命、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这才是战胜疫情的唯一出
路，才是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人间正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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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锅推责只能自欺欺人
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②

（上接第一版）会议还传达了近期栗
战书委员长有关讲话精神、省委常委会
会议精神等。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栗
战书委员长讲话精神，贯彻实施好乡村
振兴促进法，在省委领导下依法做好政
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要加强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监督和相关领域安全
工作监督，督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及防
汛救灾责任制。要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上聚力，以严的标准和实的成效抓好巡

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要进一步强
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高度重视并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时刻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从严从实落实落细
各项防控举措。

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工作条例》。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工委、研究室，
机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第八十二次（扩大）会议

5日的齐齐哈尔迎来了一个沸腾的
夜晚。走进齐齐哈尔市少年重点业余体
育学校700余平方米的乒乓球训练馆，到
处都是为中国女队加油、为齐齐哈尔名
将王曼昱喝彩的呐喊声。王曼昱的巨幅
比赛照片，吸引着无数的目光。

在体校会议室，王曼昱的父母、王曼
昱的教练韩连贵、刘晓东、吕忠峰及齐齐
哈尔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乒乓球小运
动员代表等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比
赛，为中国队加油助威。大家时而欢呼
起立，时而热烈点评，当中国队最后赢得
比赛时，全场一片欢腾！

前几天还在兰州的王曼昱家人，最
终还是选择赶回齐齐哈尔，在家里看这
场女儿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比赛。这里是
王曼昱的家，尽管和绝大多数运动员一
样，她从小到大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但无
论如何，家的意义毕竟不一样。

王曼昱的母亲回忆说，在王曼昱去省
队打球这个问题上，其实当时他们家中还
是有顾虑的，“我们家里不算富裕，供孩子
打球，如果能打出来当然好，但是乒乓球在
中国竞争这么激烈，想成功哪有那么容
易？”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趁着
王曼昱还小，先到省队练两年试试，如果可

以就接着练，哪怕不行，回齐齐哈尔上学也
还来得及。

尽管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在支持王曼
昱练乒乓球这件事上，父母还是给予了她
最大的支持。他们也来到哈尔滨租了房
子，以便照顾王曼昱。为了供她打球，家里
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最大支持。

王曼昱的父母对记者说：“真的替
曼昱高兴，要感谢国家的培养，感谢教
练的付出，希望奥运光环继续照耀她的
前行之路，不忘初心，牢记梦想，再创辉
煌。”

王曼昱的三位启蒙教练纷纷表示，
这枚金牌是鹤城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
牌，这是所有体育人的骄傲，几代体育人
的梦想，希望曼昱继续顽强拼搏，取得更
大的成绩。王曼昱的成长之路会激励更
多的年轻运动员奋发图强，为实现自己
的体育梦想而拼搏。

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局长汤朝龙说：
“鹤城为王曼昱而骄傲，能培养出王曼昱
这样优秀的运动员是上下共同努力的结
果，她代表着鹤城健儿努力拼搏、永不服
输的体育精神。”

胜利欢呼。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 孙昊摄

王曼昱

P卡到C位的

5日晚，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来自
我省齐齐哈尔的名将王曼昱与陈梦、孙颖莎一起，以
3比0的比分击败日本队，将金牌收入囊中。

这是自孔令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夺得男单冠
军后，时隔21年，我省乒乓球队贡献的又一位奥运冠
军。尤其是在持P卡参赛、火线替补出战女团比赛的
情况下，王曼昱很好得完成了任务。

在教练、队友看来，能在22岁的年龄迎来自己的
首枚奥运金牌，王曼昱在过去十几年中从未停止努
力。

她，早已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黑龙江省乒乓球队是王曼昱的“娘家”。5日，省队在球
馆组织教练、队员集体观看了比赛，为老队友加油，同时也是
激励小队员以王曼昱为目标努力。而总教练王飞则是来到
省体育局观看了比赛。观赛过程中，王飞一直攥紧拳头，在
王曼昱打出好球时大声叫好。

多位省队教练回忆，当年王曼昱来到省队，很快展现了
她日后赖以成功的潜质：天赋及超乎常人的努力。

时任黑龙江省乒乓球女队主教练的王永刚，在年轻运动
员的培养上有独特的一招，那就是找来省内业余乒乓球队的
各路高手，来队里与小队员比赛：“主要是为了让他们见识各
种不同的球路，哪怕是野路子。队员未来什么样的对手都可
能遇到，要让他们多见识。”

一位业余高手回忆了第一次与王曼昱过招的情景：“那
是在 2008年王曼昱刚进省队不久，她也就不到 10岁。她的
球又快又重，和别的孩子明显不一样。一般对这种小队员，
我打不过的时候就退到远台放高球，通常都有效，但是王曼
昱一点都不‘吃’，最后我是 0比 3输的。后来有全国业余冠
军跟她打，也输了。”

当时的王曼昱就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除此之外，不少
省队教练还回忆，王曼昱和其他孩子相比，话不多，也不调皮
好动，反而特别听话，教练布置的所有训练任务她都保质保
量完成，哪怕是生病也尽量完成训练任务，从没怨言。

省队对王曼昱的培养，是“跳级”式的，先让她和女队年
龄大一些的队员一起训练，很快王曼昱就成为其中的佼佼
者；随后，队里更是安排她和男队一起训练，以免她找不到对
手，失去进步的目标。比赛方面更是给她机会，2013年全运
会，王飞便安排 14岁的王曼昱在女团比赛中上场，而且战绩
不错；2014年，只有 15岁的王曼昱更是成为全国锦标赛女团
冠军黑龙江队的主力。

同样在2014年，王曼昱第一次出战乒超联赛。当时她有
两个选择：一个是“豪门”山东鲁能队，一个是王永刚离开省
队后组建的吉林中州永刚俱乐部。王飞回忆，他当时和王曼
昱有一次谈话。他告诉王曼昱，去鲁能，薪资待遇肯定更高，
但当时的鲁能拥有李晓霞、陈梦这样的高手，去了很可能打
不上球；去吉林中州永刚，肯定没有鲁能待遇好，但是她能获
得大量高价值的比赛机会，尤其是作为年轻队员很难得到的
与顶尖高手过招的机会。

最终，王曼昱还是选择了吉林中州永刚，而王永刚也给
了她绝对主力的位置。2014、2015两个赛季，王曼昱在联赛
中战绩突出，加盟后首场比赛就击败了奥运冠军郭跃，此后
更是 4次对阵当时如日中天的丁宁取得全胜，一时震惊乒
坛。而经过锻炼的她，此后几年在全国锦标赛、全运会、亚运
会等大型赛事屡创佳绩，更是一步步入选了世乒赛、世界杯
阵容，并在不到20岁的时候便获得了多个世界冠军头衔。

她用努力兑现天赋

奥运征程奥运征程

看着站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颁奖台
上的王曼昱，身在齐齐哈尔少年重点业余体校观看
比赛的韩连贵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眼睛湿润了。

“2004年7月的一天，王曼昱的母亲和大姨在街上遇
见我在招生，问 5岁的小女孩能不能教，我有些犹豫，想见见
孩子。第一眼看见王曼昱我就喜欢上了，将近 1.2米的身高与 7周
岁的孩子接近。她从不多说话，不偷懒喊累，神情专注，在她眼中好像
始终有一团火，有一个目标。她三天就‘学会’了乒乓球，球台上挥拍自
如。”王曼昱的启蒙教练韩连贵说起自己最优秀的弟子充满骄傲。在乒乓
球培训班一年时间，王曼昱优秀运动员的潜质充分突显，比她年龄大的学员
都不是她的对手。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训练，2005年韩连贵把王曼昱推荐
到齐齐哈尔市体校。

造就传奇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时代的助力。从 1993年开始，齐
齐哈尔市大力发展乒乓球运动，实施“金牌战略”，一批优秀教练先后进入
齐齐哈尔市体校，刘晓东担任乒乓球队总教练后，将女子乒乓球作为主攻
方向，年轻的吕忠峰教练专门负责女队，6岁入队的王曼昱成为了重点培养
对象。

“奥运冠军王曼昱的培养凝结了运动员本人、家长、教练的心血。我印象
中王曼昱的家人无论刮风下雨都按时接送，从没耽误孩子一天训练，有一次
她发烧38°还坚持来训练，6岁的孩子有这种自律、自强的品格，让我深深感
动。”教练刘晓东回忆起王曼昱成长的点点滴滴，赞不绝口。

2007年，在全省比赛前，按教练组训练计划，王曼昱与计雪莹着重练
反手。看着队友渐渐掌握了动作要领，而自己却迟迟不开窍，急得王曼
昱悄然落泪。教练吕忠峰说：“当时一组训练球 200多个，只要我一直
发，她就一直接打，每次都能坚持到最后，一堂课两个半小时下来，始
终那么认真、专注。”

夏天漏雨，冬天反霜，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训练馆实在不能
用了，两位教练就去外面借场馆领弟子坚持训练。下午训练结
束后，为节省时间，让王曼昱和队友多休息，吕忠峰就在场馆
里直接支起电锅，炒鸡蛋、蒸大米饭……一边指导训练，
一边准备伙食。尽管是极其简单的饭菜，但王曼昱
吃得很开心，她感受到教练希望她们抓紧训练，
企盼尽快出成绩的良苦用心。

5日，省队的另一名国手车
晓曦，是在省队与更小的师弟师
妹一起观看比赛的。看着王曼
昱的表现，多年朝夕相处中的一
幕幕涌上心间，也欣慰于师妹终
于实现了梦想。作为王曼昱在
省队和国家队的双料师姐，尤其
是她刚升入国家一队时的室友，
车晓曦可以说在更多时间里，见
证了这个小妹妹的成长。

车晓曦说，作为年轻队员，
贪玩是很正常的，但王曼昱不
是，她“贪练”。国家队的训练日
程本来已经足够紧凑，但王曼昱
在这个基础上还是会给自己加
练，包括常规训练的前后，和本
来就不算多的休息日，她都会尽
可能加练。

国乒的管理本身极为严格，
但用车晓曦的话说，王曼昱在此
基础上还有更加严格的个人管
理，她为自己定了时间表，并且
自觉严格遵守。

严格的自我管理还体现在
饮食上，只不过和绝大多数女孩
不一样的是，王曼昱是希望自己
体重能增加一些。“因为她的打
法偏男子风格，她希望力量更足
一点，所以需要增重。”车晓曦
说，“所以她每顿饭都强迫自己
多吃，哪怕已经吃不下了。但是

因为她的训练量太大，不管怎么
吃，体重一直还是那样。”

王曼昱对自己的要求极高，
更看重比赛结果，这往往给她自
己带来更大的压力。车晓曦说，
很多运动员在输球后，第一时间
想的是尽快忘掉比赛，一般都不
会马上回顾比赛。但王曼昱不
一样，每次她都会很快找到比赛
录像，一遍又一遍回看，找自己
的问题。“有时候她是哭着看录
像的，那她也要看。”车晓曦还告
诉记者，一般队里开总结会的时
候，对王曼昱的要求通常是让她
更放松、更开朗一些。

近几年，随着大赛经验的累
积和成绩的提升，王曼昱面对大
场面的气场也在提升。当她在
奥运会中途获得女团决赛的参
赛资格时，各界既无惊讶，也没
有担心，毕竟一路走来，王曼昱
的能力已经获得了所有人的认
可。尤其是临近奥运会开幕前一
段时间的表现，让人看到她即便是
以替补资格出征，也一直是在以作
为主力登场的标准进行着准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 22
岁的王曼昱已经为这一天准备了
十多年。夺冠的一刻，亲人、教练、
队友，欢呼、泪水、激情，所有的所
有，都为她瞬间迸发。

别人贪玩她“贪练”

在球台上度过童年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镭 朱云峰 孙昊

所有能做的
就是全力支持她家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 孙昊 杨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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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昱
在比赛中。

新华社
记者 王东
震摄

全红婵全红婵

5 日，14 岁小将全红
婵毫无悬念获得跳水 10
米台金牌。田径赛场上
再现“中国旋风”，男、女
接力队携手挺进 4×100
米接力决赛。

下午的跳水女子单
人10米台决赛中，全红婵
和 队 友 陈 芋 汐 共 同 出
战。比赛从第一跳便失
去了悬念，第一次参加国
际大赛的全红婵五跳中
三跳满分，不仅创造了
466.20分的奥运跳水比赛
历史最高分，以及本届奥
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小夺
冠年龄等纪录，她几乎完
美的压水花技术也让“下
饺子都比她的水花大”等
话题登上热搜。陈芋汐
获得银牌。

陈芋汐陈芋汐

男、女接力队 新华社发

““梦之队梦之队””包金揽银包金揽银
中国速度中国速度，，再发力再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