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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东京奥运志愿者，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 � 东京奥运终于落下了大

幕。 17 天时间，33 个大
项 339 个小项，在赛场上下，这届
特殊的奥林匹克盛会， 给全世界
留下了太多别样的回忆。

必须承认的是， 延期一年的
东京奥运会并不完美———空场进
行让比赛缺少了应该有的热烈氛
围；疫情在东京这座城市的反复，
让包括参赛运动员、 官员和志愿
者们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

日本国内的反对奥运情绪依
旧高涨， 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
外，时有抗议人群出现，让新加入
奥运口号的 “together”看起来只
停留在了文字上……

但就如巴赫所说，“这届奥运
会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亮”。它不
可能完全驱散黑暗， 但却让那些
在黑暗中摸索向前的人们看到了
方向和希望。

身处东京的这 18 天 ， 记者
置身奥运之中，真切感受到了东
京奥运希望展现的奥运文化和
精神。

严谨、认真、热情和谦卑……
在外界可能没有机会看到的细节
里，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们为东京
奥运留下了美好的一面。

笑脸和汗珠

“我并不是对于奥运有特殊
的情感才参与到这场盛会的服
务中， 但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就要做好手头的工作，这也算是
对奥运负责。 ”

这是记者在 18 天前落地东
京成田机场后听到的一句话，它
的“出处”是在机场负责核酸检
测的一位名叫村田的工作人员。

这句话简单直接，不加任何
掩饰，它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
是，“如果参与者都没有热情，这
样的奥运会真的能办好吗？ ”

但当记者还没走出成田机场
的大门， 疑问和顾虑就已经打消
了———那天深夜， 包括村田在内
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为
落地机场的奥运参与者送上了灿
烂的笑容和温暖的问候， 在离开
时还挥手道别，并且鞠躬致意。

当然，这原本就是日本的礼
仪文化， 但在疫情的特殊情况
下，他们的笑脸和热情就是“阴
霾”中的点点光亮。

“我们也算是代表了东京奥
运会的脸面，无论如何还是希望
把东京积极的一面留给世界各
地来的记者朋友和参与者。 ”

38 岁的松山是这次在东京
奥运负责酒店班车接驳调度的
工作人员，他所负责的汐留地区
的站点， 每天有超过 20 班以上
的班车，最晚的一班要到凌晨两
三点才结束。

“我们的工作和志愿者不一
样，是有报酬的，而且没有那么
累，就在班车要到的时候过来负
责调度就可以了。 ”在和记者交
流的过程中，松山并没有强调工
作有多辛苦，只是笑着说，“希望
能够让大家顺利按时出发，顺利

到达赛场而已。 ”
然而，就在铁人三项举行比

赛的那一天，由于交通管制的原
因，班车迟到了，而且一迟到就
是一个小时。

不少记者在 30 多摄氏度的
烈日下苦苦等待，而松山也陪着
所有人———他不停地打电话，来
回沟通， 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滚
落，他都顾不及擦，只是苦笑着
用不太流畅的英文和在场的记
者说，“真的非常抱歉， 由于管
制，我们也控制不了，带来了这
些麻烦，真的非常抱歉。 ”

每隔几分钟，他就一遍遍抱
歉，直到班车抵达，当他得到了
大部分记者的理解后，他还一一
鞠躬致歉。

就在把所有人送上班车后，
他终于舒展了眉头，送上一个大
大的笑容，然后才开始擦去脸上
的汗珠。

“你们都辛苦了，
要平平安安”

在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一
个多月，据日本媒体 NHK 报道，
原本 8 万名左右的志愿者和工
作人员，就有超过 1 万人退出了
奥运服务工作。

据报道，他们退出的原因主
要有两种，一是因为延期带来的
生活状况的改变，另一个则是因
为奥运会在日本民众中引发的
“反感”。

“其实奥运开幕前，东京奥
组委内部也有不少分歧的声音，
但是大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
2020 年初加入东京奥组委工作
的小丽（化名）告诉记者，很多奥
运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都是到了
场馆才换上那些带有奥运标志
的工作服，而在场馆之外，他们

都更愿意穿着便装。
“他们很多人都不想被别人

知道，他们是为东京奥运会工作
的。 因为我身边已经有不少人，
因为这些工作服而遭到路人的
白眼和非议了。 ”

就在开幕式的那天晚上，当
场馆里的嘉宾、运动员和世界各
地的记者见证大坂直美点燃奥
运圣火的时候，场外聚集了数百
日本民众，高呼着“退票”和“停
办奥运”……抗议奥运的百姓。

这就是东京奥运在日本真
实的处境， 有人觉得它劳民伤
财，但也有人依旧期待着它能给
东京甚至日本带来积极的改变。

就在东京各个场馆工作的
这几天， 记者不止一次看到，一
些经过志愿者身边的路人，会突
然停下来说一句话， 然后鞠一
躬，而志愿者们也会马上回礼。

“他们是在说，你们辛苦了，
希望你们保重。 ”在东京半工半
读的张恒告诉记者，他在做班车
调度工作的这十几天，每天都会
听到几次这样的问候，“心里挺
暖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排斥东
京奥运。 ”

这些日本民众对于志愿者
和工作人员最淳朴的善意，也在
奥运开幕到结束的这些日子里
转化成了志愿者们对奥运参与
者们的善意。

在跆拳道和击剑举行的慕
张展览中心里，记者看到了一位
70 多岁的志愿者岩佐老先生，他
的行动稍显迟缓，但每隔一段时
间，他就会用酒精擦拭每一张桌
子和椅子。

岩佐老先生不会说英文，他
告诉旁边会英文的志愿者：“不
管外面疫情怎么样，我希望我服
务的地方，不要有病例出现。 你
们都辛苦了，也要平平安安。 ”

极致严谨

除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
友善、热情和直率，在奥运期间
给东京给世界各地的参与者留
下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严谨
到有些“极致”的参赛风格。

在东京体育馆采访乒乓球
比赛的那几天，记者就发现了服
务台旁边的白板上有一块“失物
招领”的信息，比赛才开始几天，
信息栏里已经写满了林林总总
的遗失物品。

如果不是询问了志愿者，记
者还以为，那些东西是记者们在
连日快节奏和紧张工作后遗忘
的采访设备， 直到志愿者逐一

“解惑”，日本的“极致严谨”才完
全得以诠释。

“这里其实都是一些小东
西，包括在男厕所简单的一支乳
膏， 在女厕所简单的一本笔记
本， 在三楼看台简单的一只袜
子， 在媒体工作间简单的一支
笔，还有在不同入口捡到的五张
相同的名片……”

志愿者接下来介绍的遗失
物，都已经不足以超越着这五张
名片所带来的震撼———如果这
些名片是那位记者分发出去的，
那当他在失物招领处拿回这五
张名片，他会是一种多么复杂和
纠结的情感……

很显然，日本的志愿者们顾
不上这么多，他们只是把目之所
及的所有“有可能属于遗失物”
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除了这块“失物招领”的信息
板， 另一个展现了日本办赛严谨
的还有他们对于赛场中摄影记者
入场资格的筛选办法———抽签。

由于疫情的原因，每场比赛
的摄影区和混合采访区都会控
制人数，而为了公平，他们就用
抽签的方式决定。

有意思的是，即便那场比赛的
到场记者没有到达人数控制的上
限，组委会的负责人还是要抽签。

而也真有“点背”的记者没
有中签，而这个时候，志愿者会
认真地走到他们面前， 告诉他
们：“我们核实了今天的人数，有
足够的名额，我给您换一张可以
进入的票吧。 ”

“其实一眼看过去，今天的
记者人数就没有超标啊，为什么
要抽签？ ”那位记者对于这种“换
来的好运”似乎有些不悦，而他
面前的负责人只是保持笑容，耐
心地解释，“这是我们的流程，我
们必须按照流程来办事。 ”

像这样严谨到“极致”的参
赛细节，其实在各个赛场都可以
看到， 包括在班车中转的安排
上， 在赛场消毒防疫的流程上，
甚至是那个工作区里消毒液和
酒精抽纸的数量……

“没办法，日本人办事有时
候就是这么刻板。 ”在开始采访
东京奥运几天之后，不少媒体记
者也适应了这样的严谨，“就当
是一种日本文化的体验吧。 ”

有了希望，勇敢走下去

对于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
委而言，在延期一年的情况下坚
持将奥运办下来，已经算是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了。

毕竟，在奥运一天天临近那
个阶段，关于日本政府因为奥运
损失 4500 亿日元的各种“精算”
每隔几天就会有所更新，然后出
现在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

不仅如此，就在奥运开幕式
当天，奥运相关人员的新冠确诊
数量已经超过了 100 人，“停办”
的呼声也顺势甚嚣尘上。

而东京奥组委在最后时刻
决定的“空场比赛”，又让亏损的
数额进一步扩大。

当记者落地东京之后，发现除
了奥运场馆附近和各个区县的商
业中心，关于东京奥运的街道布置
和装扮几乎难觅踪影，为数不多能
够证明“奥运依然会举行”的或许
就是黑色出租车上的奥运标识了。

“东京的街道没有布置，一
部分原因是因为延期一年加上
空场办赛之后， 政府要节约成
本。 另一方面就是，不希望过多
的奥运宣传引起东京民众的负
面情绪。 ”

这是小丽在过去几个月为
东京奥组委工作的过程中，最切
身的感受和想法。

压力是“肉眼可见”的，但东
京奥组委的努力和诚意，也让全
世界的参与者有所感触———在
14 天的“软隔离”期间，东京奥组
委为每一位记者准备了 14 万日
元的出租车消费券； 而日本政府
为了保证“紧急事态”下疫情不会
迎来高峰， 还为餐饮服务行业提
供了“超过他们营业额”的政府补
贴，这无疑都是巨大的开销。

当然，东京奥组委也得到了
巨大的支持，延期一年的东京奥
运会尽管失去了一些赞助商，但
依旧有 67 家日本国内的企业赞
助了奥运会，而赞助的金额也达
到了 33 亿美元。

其中像晴空塔这样的赞助
商还是在奥运延期后， 在 2021
年 7 月才选择加入奥运赞助的
大家庭。

而就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
晴空塔亮起了奥运标志。 彼时，
晴空塔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相信奥运会， 我们也想用
这种亮灯来支持奥运，给更多人
带去希望。 ”

在整个采访报道奥运会的过
程中，一位出租车司机的一番话，
也让澎湃新闻记者感触颇深。

在那个从乒乓球馆看完男团
决赛返回酒店的深夜， 一位 40多
岁的中年司机骄傲地谈起了中国
队和日本队都占据奖牌榜前三位
的好成绩。在他看来，不管是不是利
用了东道主之便，这就是一种进步。

“我们期待的事可能很难会
完全实现，这就是现实。 但有了
希望才能勇敢地走下去吧！ ”

（据澎湃新闻）

面对东京的酷暑，志愿者用冰袋为自己降温

志愿者们清理比赛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