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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刊发文章：太极拳如何施展拳脚

走过艰难“疫”年
——亚运筹办“乘风破浪”

新华社记者 夏 亮

1月10日，山东西王队球员焦海龙（右二）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浙江诸暨进行的2020-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CBA）第二阶段第28轮比赛中，山东西王队以94∶91战
胜山西汾酒股份队。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1月9日，巴黎圣日耳曼队球员迪马利亚（右）与布雷斯
特队球员拉斯尼拼抢。

当日，在2020-2021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19轮比赛
中，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以3∶0战胜布雷斯特队。新华社/美联

2020年，是杭州亚运会各项筹办工作
加速推进、攻坚克难之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杭州亚运
会筹办工作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坚持全省联动、共建共享，秉持“绿
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理念，创新工
作方式，克服疫情影响，让各项工作朝着既
定目标稳步前进。

“杭州亚运会筹备工作进展显著，亮点
突出。”在日前举行的亚奥理事会第 39次
全体代表大会上，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
德亲王如是说。

场馆建设达成目标
在经过一整套严格复工防疫标准动作

后，亚运在建场馆及设施从 2020年 2月中
旬开始有序复工。3月初，40个在建亚运
场馆和设施项目全部复工。

4 月上旬，杭州亚组委场馆建设部举
行 2020 年度亚运场馆及设施建设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 2020年工作目标：力争基本
完工杭州亚运会总共 58个比赛场馆及设
施中的42个。

历时三年建设，外观酷似蝴蝶的主体
育馆、游泳馆，以及外观酷似“玉琮”的综合
训练馆如今已在钱塘江畔南岸拔地而起，
正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加上已经建成并
投入试用的“大小莲花”及配套项目，杭州

奥体中心的整体建设开始迈入新阶段。
奥体中心不远处，作为杭州亚运会核

心配套项目之一的亚运村，108 幢建筑也
在2020年12月底全部封顶。

杭州亚运会橄榄球场（杭州师范大学
仓前校区体育场）改造提升项目顺利通过
工程竣工验收，成为全省53个亚运会场馆
中第一个通过工程竣工验收的场馆。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42 个亚运在建
场馆土建完工，完成总投资的 93.3%，超额
完成 85%的年度目标，剩余 11个场馆全部
开工。

重大节点陆续达成
作为亚运会形象品牌的重要载体，吉

祥物体现了主办城市的历史底蕴、精神风
貌和文化魅力。受疫情影响，杭州亚运会
吉祥物“江南忆”组合4月初选择在互联网
云端与人们见面。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千百年来，人
们对于杭州的印象都浓缩在白居易的这句
诗里。由“琮琮”“莲莲”“宸宸”组成的吉祥
物“江南忆”组合，形象灵感源自良渚古城
遗址、京杭大运河、西湖三处世界文化遗
产，而机器人的外形则寓意“智能亚运”，也
让人们对于今朝杭州更为期待。

此后，杭州亚运会音乐作品全球征集
仪式启动，“智能亚运”重点项目解决方案

正式揭晓，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导演团队
开始遴选，杭州亚运会体育图标、核心图形

“润泽”和色彩系统“淡妆浓抹”发布，首批
亚运吉祥物原创动漫作品推出，亚运国际
文明礼仪大赛举行，《杭州亚运》官方会刊
杂志创刊发行，亚运频道开通……一系列
筹办重大节点陆续达成。

随着电子竞技和霹雳舞在 2020 年末
正式列入杭州亚运会竞赛项目，杭州亚运
会竞赛项目40个大项基本明确，随之杭州
亚运会参赛项目报名也正式启动。

此外，杭州亚运会各层级赞助招商也
在2020年扎实推进。截至目前，杭州亚运
会已有10家官方合作伙伴，16家首批签约
赞助商和供应商层级企业，确定了33家特
许生产商、10家特许零售商，开设了1家天
猫旗舰店、1家电视购物平台和 43家线下
零售店，并上线了400余款特许商品。

亚运氛围越来越浓
“办好一个会”如何“提升一座城”？

2020年 4月，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行动计
划在杭州全面实施。

《杭州市亚运城市行动计划纲要》包含
健康城市打造、城市国际化推进、基础设施
提升、绿水青山守护、数字治理赋能等八项
具体行动。以基础设施提升行动为例，杭
州将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快速路、高速公

路、铁路西站枢纽、萧山机场T4航站楼及
综合交通中心项目，进一步提升杭州的综
合枢纽功能。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是见证者、参
与者，也是受益者。

2020 年 12 月 30 日，杭州新开通运营
三条地铁线，首次实现十城区地铁全覆盖，
杭州萧山机场也首次接入轨道交通。根据
规划，为给亚运会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障，
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杭州在
2022年前将形成“10条轨道普线+1条轨道
快线+2条市域线”共计13条线路的城市轨
道交通骨干网络，轨道交通总长度将达到
516公里。

不仅如此，在“杭州为主，全省共享”的
指导方针下，浙江省各地积极联动，“亚运
四进”“筑梦亚运”“亚运加速度”等70多项
主题活动在 2020年相继开展，吸引了 200
多万人次直接参与，初步形成了全省人民
共建共享亚运盛会的局面。

站在新的起点上，杭州亚组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筹办将继续从“体育亚
运、城市亚运、品牌亚运”三个层面共同发
力，咬定2021年底前“基本具备办赛条件、
基本实现运行就绪”的备战目标，为成功举
办一届具有“中国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
味、精彩纷呈”的体育文化盛会奠定坚实基
础。 （据新华社杭州电）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即将于1月11
日出版的2021年第2期《瞭望》新闻周刊刊
发了记者桂娟、袁月明采写的文章《太极拳
如何施展拳脚》。摘要如下：

北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17 日，我国单
独申报的“太极拳”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通
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时光彩加身。

在向世界迈出“武步”的另一面，有关
太极拳的种种闹剧近年不断上演，使太极
拳在公众舆论中被“污名化”。太极拳乱象
频出暴露了行业面临的发展之困。

流派纷繁复杂，和而不统。正统太极拳

的传承讲究师承，但目前除了陈氏、杨氏、孙
氏、吴氏、武氏等七大主要流派外，各种民间
自创的小门派数不胜数。“况且七大太极社
区的发展不均衡，对内难以一统，对外无法
形成合力。”河南省温县太极拳申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副组长严双军表示。

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行业缺乏统一标
准。目前，太极拳在世界范围内的习练人
数过亿，多在大大小小的拳馆学习。相关
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资本介入后，靠行
业内部道德规约并不现实。“一个毫无基础
的人，来陈家沟学了两天拳，就出去开拳馆
教徒弟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
氏太极拳传承人陈斌说，“从习练者到传授

者，这种身份转变不需要统一的考核认证，
也没有相对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教学标准，
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

缺乏规范管理，归口不清。由于太极
拳集健康、武术、文化于一身，以及太极拳
不断走向海外的现实，太极拳相关活动往
往涉及体育、外事、文化和旅游等多个部
门。据相关人士反映，目前并没有一个特
定的职能部门，对太极拳相关事宜进行实
质性管理和引领。

业内人士认为，将太极拳打造成与印
度瑜伽类似的世界性运动，需政府统筹，实
现对机构、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高效运用。

建立高规格的研究机构，对太极拳的

理论体系、武学思想、文化内涵、历史演变、
技术要领等进行系统研究和论述。

开设专业化的教学单位。建立专门的太
极院校或在现有高校中设置太极专业，培养
一支能满足习练者需求的高水平教练队伍。

搭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定期举办由
政府主导的太极赛事，除突出太极拳观赏
功能的表演赛外，还可组织体现太极拳格
斗功能的比武赛，让真正的“武林高手”有
正规渠道交流切磋，而非私下“约架”。

形成有效的监督评价体系。目前，太
极拳没有专属的段位制，建议设立一套太
极拳专属的评价认定体系，按照“持证准
入”原则，对行业进行管理和规范。

▲1月9日，曼联队球员麦克托米奈（左）
庆祝进球。

当日，在2020-2021赛季英格兰足总杯
第三轮比赛中，曼彻斯特联队主场以1∶0战胜
沃特福德队。 新华社发

▶1月9日，巴塞罗那队球员格列兹
曼（前右）庆祝进球。

当日，在 2020-2021 赛季西甲联赛
第 18 轮比赛中，巴塞罗那队客场以 4∶0
战胜格拉纳达队。 新华社发

激
情
庆
祝

2023年中国亚洲杯举办日期确定
新华社吉隆坡 1 月 7 日

电（记者林昊）亚足联以及
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 7
日宣布，2023年中国亚洲杯
将于2023年6月16日至7月
16日在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
门和苏州共10座城市举行。

2023 中国亚洲杯将是
第18届亚洲杯，有24支球队
参赛。

亚足联在一份声明中
说，相比为期28天的2019年
阿联酋亚洲杯，2023年中国
亚洲杯将持续 31天，将是赛
事历史上时长最长的一届亚
洲杯。这一调整旨在让参赛
球队有充裕的时间恢复体力
并往返于赛区之间。

亚足联秘书长温莎·约
翰表示，亚足联相信 2023年

中国亚洲杯将是亚洲足球历
史上规模最大和最伟大的一
届赛事，并赞扬中国组委会
已经取得的进展。“我们知道
中国组委会和中国足协将在
2023 年实现一项历史性的
赛事。我们已经看到，尽管
遇到了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
的挑战，但中国组委会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
不可思议的进展。”

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
会秘书长史强表示，在赛事举
办日期确定后，中国组委会将
能够更加准确和系统地组织
准备工作，现阶段包括专业足
球场建设、竞赛组织、赛事支
持、志愿者项目在内的准备工
作正在按日程顺利推进，中国
组委会将与亚足联合作举办
一项精彩的赛事。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日本政府和国际
奥委会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没有改变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记者姬烨、王子江、王梦）国
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 8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日本政府和国际奥委会
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
没有改变。

国际奥委会委员迪克·
庞德当天在接受BBC（英国
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受新
冠疫情影响，他不确定东京
奥运会能否在今年夏天如期
召开。“我不能确定，因为作
为房间里的大象，（新冠）病
毒正在卷土重来。”78 岁的
庞德说。

对此，于再清表示：“日
本政府和国际奥委会（按计
划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
没有改变。”他同时说，应传
递准确的信息。

日本首相菅义伟 7日宣
布东京都及其周边三县进入

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后重
申，日本政府举办东京奥运
会的决心不变。东京奥组委
也于 8 日发表声明说，尽管
东京都和周边三县宣布进入
紧急状态，东京奥运会的筹
备工作仍然会“认真推进”，
奥运会将在夏天如期举行。

国际奥委会 8日针对东
京都进入紧急状态发表声
明，再次对东京奥运会顺利
举办表示了充分的信心。声
明说：“国际奥委会对日本方
面抱有充分信心，对他们采
取的防疫措施也抱有充分信
心。我们将与日本伙伴一
起，继续集中全力准备在夏
天成功举办 2020 年奥运会
和残奥会。”

受疫情影响，原本应于
2020 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奥
运会被推迟至2021年7月23
日至8月8日举行。

斯诺克世界第一特鲁姆普感染新冠
据新华社伦敦 1 月 9 日

电 （记者张薇）世界斯诺克
巡回赛（WST）9日透露，现世
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和世
界第14的利索夫斯基因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双双退
出即将开始的大师赛。

受新冠疫情防控管制
升级的影响，有 40 余年历
史的斯诺克大师赛今年首
次移出伦敦，改在伦敦西北
80 公里外的米尔顿凯恩斯
举行。

依照赛程，特鲁姆普和
利索夫斯基都将在 10 日的
首轮比赛中亮相，但 9 日他

们收到新冠阳性检测报告。
两人的参赛席位分别被佩里
和加里·威尔逊取代。

邀请世界排名前 16 球
员 参 加 的 大 师 赛 将 于 10
日-13日每日各进行两场首
轮比赛，决赛于 17 日上演。
根据安排，中国头号球手丁
俊晖将于13日对阵7届赛事
冠军奥沙利文。

WST强调，此次闭门比
赛严格执行新冠防疫规定，
每位选手都会在其首场比赛
开始前两天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并且在收到结果前保持
隔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