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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犹豫、波折不断……再
过整整一个月，延期一年的 2020
东京奥运会即将举行。

一方面是各种赛前最后冲刺
时期的忙乱繁杂，另一方面又是
外界对疫情影响的忐忑疑问。这
一届奥运会注定将成为载入史册
的“最特殊”。

倒计时 30 天，东京奥运会准
备好了吗？

观众人数终确定
东京奥组委 21 日宣布，东京

奥运会每场比赛将最多允许一万
名本土观众入场观赛，前提是入
场观众总数不超过赛场容量的一
半。该标准是依据日本政府对大
规模活动的限制标准确定的。同
时，针对开幕式入场人数问题，东
京奥组委等机构正在围绕以 2 万
人为上限的方案进行研究。

据透露，东京奥运会已经销
售的门票数量达到448万张，占门
票总数的42%，去年年底东京奥组
委还接受了 84 万张退票，即便如
此，部分比赛场次售出的门票总
数已经超过一半。东京奥组委主
席桥本圣子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将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
哪些持票观众有资格入场观赛。

值得关注的是，东京奥组委
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还表示，观
众入场不会被要求出示新冠阴性
检测证明。

东京奥组委在声明中还说，
如果奥运会前疫情加剧，观众人
数还有可能进一步缩减，情况严
重时甚至会禁止观众入场。

疫情防控依然难
疫情防控是东京奥运的头等

大事，虽然疫苗接种在进行中，不
过喜忧总是参半的。

当地时间 19 日晚，乌干达奥
运代表队入境日本时，一名成员

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已
被禁止进入日本。而这批抵达的
运动员出发前全部接种了阿斯利
康疫苗，且登机前检测结果呈阴
性。这是首次有外国代表团人员
入境日本时检测出阳性病例。

出现确诊人员的这支乌干达
代表团是第二支抵达日本的外国
奥运会代表团。此前，澳大利亚女
子垒球队已于6月1日抵达日本，
进行赛前训练。

此外，有消息透露，日本对参
赛国家按照风险分组，将对部分
国家代表团采取更为严格的防疫
举措。

例如日本政府对印度奥运代
表团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
施，要求印度运动员和官员出发
前一周每天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抵达日本后 3 天内不得与代表团
以外的人接触。

这些限制措施引发印度奥委
会不满，主席纳林德·巴特拉与秘
书长拉吉夫·梅赫塔发表联合声明
称，“印度选手入境后的3天将被完
全浪费，这对印度选手来说是非常
不公平的。”

其实不止印度，日本奥委会
将新型变异毒株流行的11个国家
列为“一类”（Group 1），设置了更
为严格的防疫规定。同为“一类”
国家的还有阿富汗、马尔代夫、尼
泊尔等。日媒报道称，其他国家的
奥委会也发出类似印度奥委会的
抱怨。

此外，也在6月19日，东京都
知事小池百合子与日本首相菅义
伟在首相官邸进行了会晤，会谈
后，小池百合子宣布，计划在东京
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取消东京都
内原本计划在六个场所进行的奥
运会及残奥会现场观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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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即将开幕东京准备好了吗？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第 47 届会议上，一场中国
和加拿大之间的交锋吸引了媒体关
注。22 日，中国代表一组国家对加
拿大严重侵犯土著人人权等行为“深
表关注”，加拿大则挑头发布恶毒攻
击新疆人权的声明。加拿大背后是
美英等 40 多个国家，美国被爆甚至
以外交施压的方式将以色列拉入阵
营。支持和呼应中方立场的国家则
超过90个。一些西方国家热衷扮演

“人权教师爷”，却对自身存在的严重
人权问题视而不见，还将人权当作政
治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3 日说，90 多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
发出正义的呼声，充分反映了国际社
会人心向背，戳穿了少数西方国家借
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虚伪面目。

加拿大的声明“明显缺少伊斯兰
国家”支持“加拿大根本没有资格指
责中国，他们最应该干的是反省自身
的人权劣迹。”在23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赵立坚就骇人听闻的加拿大“种
族灭绝黑暗史”发出质问。针对加拿
大一所天主教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
发现215名原住民儿童的遗骸，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真相权特别报告员等
曾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加方对此进行
全面调查。“现在我们想问问加方，调
查何时开展？补偿何时落实？何时
出台针对种族歧视的系统性措施？”

此前一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团蒋端公使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
朝鲜、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斯里
兰卡等国，在人权理事会就加拿大人
权问题做共同发言。共同发言对加
严重侵犯土著人人权、对加海外军人
非法杀戮平民、对加国内系统性种族
歧视深表关切，敦促其立即停止侵犯
人权行为，特别呼吁对加所有土著
人、特别是儿童被残害案件进行全
面、公正的司法调查。

加拿大漠视国内严重的人权问
题，却热心操弄新疆问题攻击中国。
22 日在人权理事会上，加拿大驻联
合国代表莱斯利·诺顿在中方发言后
宣读了一份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跨
地区联合声明，由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法国、日本等 40 多个国家签署。

“加拿大带头与北京在联合国对抗。”
法国国际广播公司报道说，声明声称

“严重关切”新疆的人权状况，敦促中
国允许独立观察员“立即、有意义且
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说，观
察人士注意到，除了穆斯林占多数
的波黑，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中明显
缺少伊斯兰国家。美联社评论称，
中加在人权理事会互相指责，这场

摊牌暴露了西方和中国及其支持者
之间持续不断的裂痕。英国《卫报》
说，这番交锋意味着已经恶化的加中
关系再次下滑。

似乎是被戳中了痛处，加拿大总
理特鲁多 22 日亲自上阵，“愤怒”回
应中国等国的联合呼吁。他辩称加
拿大已经承认对土著居民犯下的错
误，并正在寻求弥补，反问“中国的真
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哪里？”半岛电视
台新闻网称，加拿大的一个真相与和
解委员会从2008年至2015年致力于
解决土著居民遭虐待问题，不过该委
员会尚未对大多数建议采取行动。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李海东23日对记者说，随着美国加
大努力团结盟友打压中国，美国的
忠实追随者加拿大在炒作反华议题
上跳得最高。但除了损害与中国的
关系，加拿大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
处。对于中国来说，采取行动主动
反击是对的，中国不应该被指控从
未犯过的罪行。

美国“要求”以色列联署
攻击中国人权的这出闹剧，加拿

大站到台前，背后就是美国。据《以
色列时报》23日报道，通常不与中国
对抗的以色列罕见加入签署声明的
44国行列，是因为美国政府施压。

美国沃克斯新闻网披露了美国
幕后操弄的细节。报道说，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此前也曾就中国的人权纪
录发生外交较量，但在批评中国和为
中国辩护的名单上都没有以色列。本
次人权理事会开幕前数天，美驻以色
列大使馆向以外交部发出正式请求，
要求其支持针对中国的声明。美驻联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外交官也向以
色列代表团提出类似要求。以色列外
交部就此展开辩论，一些官员对北京
可能的反应表示担心。但最终，以外
长拉皮德决定接受美国的要求。

《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中方官员
敦促以色列不要这样做，并在声明发
表后提出抗议。以色列i24news称，
以色列没有公开解释它支持上述声
明的立场，显然是为了保持低调，避
免激怒北京。以色列将中国视为最
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该国的新政
府正寻求与拜登政府建立密切联系，
在5月与加沙的冲突中，美在联合国
安理会保护了以色列。

“人权政治。”马来西亚《新海峡
时报》以此为题的文章说，人权没有
改善，暴行仍在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一
些大国的伪善。国际刑事法庭试图
对美军士兵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
行展开调查，但最终所有美国大兵都
逃过一劫。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好不
到哪去。他们的盟友也被庇护起来。

英国《金融时报》总结拜登政府
的套路说，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风格
不同，拜登的外交作风是团结同盟，
人权是美国能够将西方团结起来的
最有效的政治概念之一。“当美国以
人权议题为武器，试图捏造谎言对他
国指手画脚、搞政治操弄的时候，请
不要忘记塔尔萨（种族屠杀中）非洲
裔的冤魂，不要忘记美国种族歧视和
冲突的伤痛远未抚平。”赵立坚23日
表示，中方奉劝美方正视、反省并采
取切实措施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人
权问题，回应少数族裔的呼声，还历
史和世界一个公道。

对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称，英方
支持加拿大的声明，中方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涉疆谣言受害者
在联合国讲真实新疆

加拿大声称有关新疆的声明援
引的是“可信报道”，但通篇充斥着

“新疆有超过 100 万人遭到任意拘
押”等荒谬谎言。就在加方发表声明
的同一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副
主席姑丽娜尔·吾甫力在与人权高专
对话时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言，介
绍新疆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
成就，强调任何反华势力都破坏不了
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事实上，姑丽娜尔本人就是涉疆
谣言的受害者。在去年 3 月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 43 次会议期间，记者
在日内瓦万国宫前的“断椅广场”发
现，姑丽娜尔的照片被“东突”组织

“世维会”放在所谓“受中国政府迫害
的维吾尔族人”展上，标着“被拘禁”。

“我们都很清楚，那些所谓‘拘押
100 万维吾尔人的说法都是西方反
华政客试图‘以疆制华的图谋，与新
疆的事实完全不符。”姑丽娜尔 23
日晚对记者说，近年来涉疆谣言太
多了，西方国家绝对不是真的关心
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权，而是出于政
治目的。“公道自在人心，西方反华
政客和伪学者的政治图谋是不会得
逞的。”

姑丽娜尔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
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平台上发
言。“我是 60 后，在喀什出生并在当
地度过青少年时期。工作后一直在
基层从事调研工作，亲历了新疆的变
化过程，亲眼看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
活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如姑丽娜尔所说，公道自在人
心。22 日，白俄罗斯代表 65 个国家
在人权理事会上做共同发言，强调香
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
不应干涉，并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实行“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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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就人权问题激烈交锋

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旅游热线：6117649 6117648 24小时：19809740878 18935589085 13897431294
报名地址：力盟步行街101大厦9层1093号

青海湖金银滩1日游 240元/人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 298元/人起 青海湖茶卡盐湖1日游 198元/人起
九寨沟黄龙汽车4日游 6月26/30日 888元/人
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黄龙洞墨戎古城凤凰古城双飞6日 6月29/30日 全陪班 2600元/人
大连烟台蓬莱威海乳山青岛双飞单船6日游 6月28日 全陪班 2100元/人
布达拉宫大昭寺林芝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湖双飞7日 7月1/3/5日 全陪班 3400元/人
北京北戴河研学双卧8日夏令营 7月6/10/14/18/22/26/30日 3800元/人
华东研学双卧8日夏令营 7月2/4/6/8/10/12/14/16/18日 3300元/人起
兰州军事夏令营6晚7天 7月11/18/25/8月1/8/15日 2480元/人
筑梦厦大厦门研学双卧8日夏令营 7月1/3/5/7/9/11/13/15/17/19日 3600元/人
呼伦贝尔纳凉避暑摄影纯玩之旅专列11日游 7月5日左右开行 全陪，随团医生 3280元/人起
环游全疆品质空调旅游专列13日游 7月18日/8月1/15日 全陪，随团医生 3180元/人起
漠河北极村品质空调旅游专列15日游 7月16/28/8月3日 全陪，随团医生 3180元/人起

现代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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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童梦乐园+酒店+景区套餐双人房2日游 1380元
2、坐上飞机游祁连2日游 888元
3、青海湖/茶卡盐湖/祁连3日游 1180元
4、大美青海海西五湖3日游 1480元
5、青海/甘肃大环线豪华纯玩6日游 3080元
6、九寨沟+黄龙经典4日游 988元
7、敦煌/嘉峪关/张掖双动4日游 2120元
8、敦煌/西线/嘉峪关/张掖双动5日游 2320元
9、宁夏休闲双卧4/5日游 1280元/1680元
10、青海湖/茶卡盐湖/祁连豪华三日游 1180元
11、拉萨+林芝+羊卓雍措7/9日游 双卧2880元 双飞3080元

1、西安延安红培研学双动5日游 3160元
2、青岛日照研学双卧8日游 3680元
3、西点军校军事夏令营7日起 2680元起
4、北京北戴河模拟联合国夏令营双卧8日游 3880元
5、贵州研学夏令营双动6日游 3980元
6、厦门鼓浪屿+漳州翡翠湾夏令营双卧8日游 3680元
7、重庆、四川毕业旅行+网红打卡双卧7日游 3080元
8、北京+天津+北戴河亲子8日游 双卧2780元 单飞2980元
9、华东亲子双卧8日游（上海迪士尼、龙之梦野生动物园）2980元
10、华东五市+竹海+双水乡双飞6日游 2880元
11、桂林、北海、涠洲岛双飞7日游 3980元

青海创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暑期”空调专列计划7月1日前报名优惠300元/人，报名热线0971- 8246777 18997263365（同微信）
A线：北戴河、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长白山、沈阳空调旅游专列15日游 3280元/起（发团时间：7月7日左右开行）
B线：最美新疆——东南西北全疆全景连线空调专列14日游 3780元/起（发团：7月21日左右）
阿勒泰（可可托海/喀纳斯、五彩滩）、伊宁（赛里木湖、霍尔果斯口岸、那拉提大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库尔勒（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阿克苏（温宿大峡谷、刀郎部落）、
阿图什（卡拉库里湖）、喀什（国际大把扎、喀什老城、艾提尕尔清真寺）、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乌鲁木齐（天山天池）

精品研学、夏令营、红色培训、考察、常规旅游线路欢迎咨询：0971-8246777 18997263365 青海、甘肃、宁夏周边游，报名热线：0971-8241777 18997263126

总公司地址：西宁市北大街商贸大厦七楼（一楼）：0971-8246777 8246007 8241777
18997263362 18997263365 18997263367 18997265365 （所有手机同微信）

西宁大美公交旅游有限公司
L—QH00024

联系电话 6315352 6313999
地址：海晏路23号

凡在6月26日之前报名交全款者，均可享受300的特
惠政策，持公交卡或老年卡再次享受特惠政策

大美公交旅游7月7号“优惠于民”东北专列-北戴河、哈尔滨、
漠河、北极村、海拉尔、长白山、沈阳空调专列15日环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