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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义伟的健身爱好和奥运会前景

马竞主帅西蒙尼感染新冠

9月 15日，上海上港队球员奥斯卡（左）在比赛中射门。
当日，在 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一阶段（苏州赛
区）第11轮比赛中，武汉卓尔队对阵上海上港队。 新华社发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9月14日
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作为日本
执政党总裁，菅义伟将在 9月 16日的临时
国会上被指名为新的日本首相。关于东京
奥运会，菅义伟说过很多，但不少是应付媒
体的客套话。不过在他就任日本首相后，
人们希望他将来对待奥运会，不再停留在
口头上。

东京奥运会被推迟之前，首相安倍晋
三始终坚持奥运会将如期举行，安倍的态
度很多时候都是由作为政府发言人的菅义
伟公开表达出来的。3 月初，世界卫生组
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菅义伟仍然
表示：“日本政府举办奥运会的立场没有改
变，我们将稳步推进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奥
运会将在今年 7 月如期举行。”这样的态
度，一直维持到奥运会宣布推迟的前一天。

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辞职，菅义伟
成为新首相人选的最大热门，谈到奥运会

时，他说：“我们必须要战胜疫情，让奥运会
能够如期举行。”这是安倍宣布辞职后，日
本政府首次就奥运会问题表态。

当然，除了奥运会之外，菅义伟忽悠媒
体的话更多，譬如就在安倍宣布辞职前几
天，他还说：“我每天见首相两次，他的健康
状况根本没有变化。”对于竞选自民党总
裁，他说，尽管同僚都要求他竞选，但他从
来没有考虑过参加。

自从 2012年 12月被安倍晋三钦点就
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一干就是近 8
年。以前说得容易，成为首相后做起来就
难了。对于奥运会来说，接下来几个月，
最重要的就是制定防疫措施，由日本政府
官员领衔的奥运会防疫委员会本月初刚
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要想完成在年底前出
台相关政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如同东
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所说，中央
政府在委员会中的协调作用至关重要。

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奥运会
对于一名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可能并不是最
关键的问题，但是放在未来一年时间内，如
何在疫情没有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举办东京
奥运会，对于日本首相来说，肯定是最重要
和最具挑战的问题之一。更何况菅义伟的
首相任期，有可能只有这短短的一年。

换句话说，体育很多时候不是最重要
的，但有时候却会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几
十年前，菅义伟就体会到这一点，并且仍然
受益于这一点。未来一年，他必定有更多
的感触。

1964 年，奥运会首次在东京举行时，
年仅 15 岁的菅义伟作为一名跟跑者，参
加了在新潟县汤泽举行的奥运会火炬接
力。这位有着瘦削身材和招风耳的少年
从小就对体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喜欢田
径和棒球，冬天喜欢在附近的山上玩雪，
夏天喜欢在河里抓鱼，因为在稻田里玩棒

球还经常遭到母亲的责备。他还入选过
学校相扑队、棒球队和田径队。在东京大
学读书时，他是学校空手道俱乐部的成
员，到毕业时，他已经是三段“高手”。

1987年，菅义伟参与选举横滨市议会
议员，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他每天拜访近
300家选民，到投票前，他到访过的选民住
户有3万多家，穿破了六双皮鞋，没有强壮
的体魄，这肯定是做不到的。经过这些努
力，他终于当选。

71 岁的菅义伟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锻
炼的习惯，每天早上都做100下仰卧起坐，
再去外面走个40分钟，即使下雨天也照走
不误。晚上下班后，他再做 100下仰卧起
坐。有报道说，他曾经体重超标，经过运
动，四个月减掉了 14公斤。显然，为了一
个目标，他有着坚强的毅力，这对于东京奥
运会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

（新华社东京电）

为你而来，点亮全运精彩
——写在2021年陕西全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

林书豪宣布告别新赛季 CBA

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日
前，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
届运动会将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7
日在陕西省举行。作为国内水平最高、规
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将首次来
到广袤的中西部地区。

在十四运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历史时
刻，古老的三秦大地热潮涌动。全运会场
馆建设基本完成，竞赛组织工作有序推进，

“全运惠民”行动深入实施，办赛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从近五年前获得全运会承办资
格的那一天起，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的陕西就在全力以赴，用最美的模样迎接
四海宾朋，以最好的姿态为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战疫”与筹办两不误
从空中俯瞰，将举办十四运开幕式的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宛若一朵巨大的石
榴花，绽放于灞河之滨。古时，人们东出长
安，于此地折柳相别。而今，这个在今年7
月1日正式竣工并交付的体育场及其周边
的体育馆、游泳跳水馆，已成为游客争相

“打卡”的西安新地标。
时间闪回到今年 2 月，正是全国“战

疫”的关键时刻，西安奥体中心三座场馆的

施工现场，仍是一派热火朝天。在奥体中
心配套项目——下穿灞河隧道项目，记者
进入工地“探班”，要脚踩“消杀垫”、头淋

“消杀喷雾”，穿过 10米长的“消杀喷淋通
道”，再经过两次测温才能一睹芳容。

十四运筹委会场馆建设部驻会副部长
朱昱说，在“战疫”时刻，筹委会积极督促各
场馆单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场馆建设，
做到“两手抓”、确保“两不误”。

在各方努力下，截至今年3月底，十四
运的 53个场馆已全面实现复工。在距十
四运开幕还剩一年的时间节点，53个场馆
基本完成新建或改建工程。

另据介绍，十四运开闭幕式的创作大
纲已基本确定，竞赛组织正有序推进。目
前，十四运已设立了 53 个项目竞赛委员
会，相关规章和制度建设工作已经展开。
在 2021年 4月至 7月，十四运多个项目将
展开测试赛。

全运元素点亮三秦大地
金秋 9月，丹桂飘香。徜徉在西安街

头，全运会“秦岭四宝”吉祥物，无声诉说着
全运脚步的临近。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
钟楼附近，三五游客在十四运宣传标语和
广告牌前合影留念，盛会氛围渐趋浓郁。

在十四运倒计时一周年的特殊日子
里，首批十四运特许商品正式面世。这些
商品以会徽和吉祥物为主要设计元素，并
使用十四运会比赛场馆、比赛项目、陕西风
景名胜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题材，结合陕西
本地特色，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延展设计。

在革命圣地延安，将举行十四运乒乓
球项目比赛的延安大学体育馆以窑洞符号
作为最具特色的元素，整体色调以土黄色
为主，建筑厚重质朴、大气端庄，彰显延安
黄土地域文化和陕北红色文化。

在大秦故都咸阳，咸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的外围仿佛由一块块大秦武士的战甲拼接
而成；而将举办全运会武术项目的咸阳职业
技术学院体育馆，屋面形似六根古琴琴弦的
独到设计，不仅解决了室内采光问题，丰富
了设计风格，且与学校“传承六书，弘扬文
化；精通六艺，培养人才”的理念相得益彰。

作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
市，西安市围绕承办全运会，出台《关于办
好第十四届全运会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实施意见》，
提出以承办全运会为契机，实现城市生态
环境质量有效改善，城市建设品质更加优
良，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历史文化
魅力更加突出，城市生活更加宜居美好。

借将承办全运会的东风，西安市今年
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长 2.8%，高于全国 4.4
个百分点，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取得了生
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三个第一”的佳绩。

确保“两个盛会”同样精彩圆满
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 2021年 10月 22
日至29日在陕西省举行，这是全运会和残
运会暨特奥会首次同年同地举办。

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占军
表示，两个运动会的筹备工作将同步部署、
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推进。十四运筹
委会办公室驻会副主任张剑介绍，目前残
特奥会场馆已经确定，两个运动会转化期
的工作指导意见也已制定，残特奥会的场
馆、酒店、交通枢纽及周边无障碍环境建设
正加速推进。

十四运筹委会群众体育部副部长董利
说，虽然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还未最终确
定，但目前筹委会已经对省内报送的46个
场馆场地结合其单位办赛经验、硬件设施
和交通接待等方面的水平，进行了综合判
定和排序。群众比赛项目公布后，可快速
落实比赛场馆。

陕西省省长赵一德说，举办十四运会
和残特奥会，是党中央交给陕西的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也是展示陕西新时代新形象
的重要窗口、提升城乡环境和完善公共服
务的重要契机，各地各部门要高质量做好
各项筹办工作，确保两个盛会精彩圆满。

（据新华社西安电）

▲9月14日，工人从正在建设中的张家
口奥体中心速滑馆前走过。

目前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张家口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该奥
体中心规划建设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
馆、速滑馆、训练馆在内的一场四馆。

新华社发

▶9 月 14 日，工人在建设中的张家口
奥体中心游泳馆进行屋面钢结构拼接。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记者林德韧、苏斌）华裔球
星林书豪 15 日在社交媒体
上宣布，不再参加新赛季的
中 国 男 子 篮 球 职 业 联 赛
(CBA)比赛。

林书豪在视频中表示：
“我决定了我今年不回首钢
去打球，这个决定是我人生
最难的一个决定，我花了四
个礼拜。最近两三个礼拜
一直不能睡，每个早上四五
点钟就起床了，一直在想。”

林书豪在上赛季加盟
北京首钢，作为球队核心带
队杀入四强。他在 43 场比
赛中场均出场 32.9分钟，贡
献 22.7 分 5.6 篮板 5.6 助攻
1.9抢断。上赛季季后赛，北
京首钢在与冠军球队广东
队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半决
赛后惜败。

回忆过去的一个赛季，
林书豪也颇为感慨，他说：

“我昨天跟家人、朋友说想
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哭了，
今年是特别的一年，永远不
会 忘 记 跟 首 钢 打 的 这 一
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决
定，我只是想跟大家说，谢
谢大家，我爱你们。”

北京首钢也发布了一
份公告，对林书豪的离开表
示祝福。公告中表示，休赛

期以来，北京首钢篮球俱乐
部与林书豪及团队保持良
好的沟通交流，诚邀书豪一
起携手继续征战，并在书豪
返回 CBA 为前提的续约合
同上双方达成共识。经过
反复斟酌，林书豪做出了一
个艰难的决定：他希望再次
尝试回到NBA（美职篮）。

公告中说：“双方一直
保有能够在新赛季再次携
手的愿景，但我们也能够理
解并尊重林书豪最终的决
定，尊重一位运动员在职业
生涯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
曾放弃，不惜一切代价地追
逐最高理想——他完美地
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的
体育精神。”

在联赛休赛期当中，北
京首钢进行了大幅度补强，
从深圳新世纪招募了实力
内线李慕豪、还从新疆队挖
来了范子铭，随着这两名球
员的加盟，首钢常年以来存
在的内线薄弱问题将得到
缓解。另外，北京首钢还完
成了周仪翔的签约以及刘
晓宇、方硕的续约，新赛季
本土球员的阵容已日趋完
整。

目前，首钢队未公布关
于新赛季外援人选的相关
消息。

六健会开幕式在南昌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斐）

9 月 15 日，我省第六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以下简称“六健
会”）开幕式在南昌举行。开
幕式上，记者获悉，六健会于
今年6月至11月分为两个阶
段在全省范围举行。市民可
通过扫码“运动江西”微信小
程序，随时随地查看各项赛
事动态信息。

随 后 ，六 健 会 气 排 球
比赛正式开打。此项目比
赛为期三天，43 支参赛队
伍 370 名 选 手 由 各 设 区
市 、行 业 系 统 、部 门（单
位）和体育协会的分赛区
比 赛筛选而出。比赛设置
了 A 组 22-44 周 岁（男 、
女）、B 组 45-59 周岁（男、
女）4个组别。

9月 15日，天津队选手马群在男子标枪决赛中。最终，
他以81米13的成绩夺冠。

当日，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体育
场拉开战幕。 新华社发

9月14日，多特蒙德队球员桑乔（前）攻入点球。
当日，在2020-2021赛季德国杯足球赛第一轮比赛中，多

特蒙德队客场以5比0战胜杜伊斯堡队。 新华社发

据 新 华 社 马 德 里 电
（谢宇智）西班牙球队马德
里竞技13日正式宣布，球队
主帅西蒙尼感染新冠。

马竞在官方公告中确

认，球队在上周五对全队进
行了新冠测试，主教练西蒙
尼测试结果呈阳性，但目前
为止无症状。目前，西蒙尼
正在家中接受隔离。

奥运场馆建设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