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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举办“江河湖”青少年皮划艇训练营

东京奥组委：
东京2032和东京2024都是假新闻

莱万多夫斯基：
2021年将是极其艰难的“马拉松”

1月12日，重庆当代队球员尹聪耀在训练中射门。
当日，重庆当代足球队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球队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有序展开训练。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2021澳网将经历“最严格”管控
据新华社悉尼1月12日电（记者郝亚

琳、郭阳）澳大利亚网球协会12日证实，正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2021 年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资格赛中，有两名选手新冠病毒
检测为阳性，目前这两名选手已退赛并被
转移到酒店隔离。

在当日发给新华社记者的公报中，澳网
协表示，多哈当地的卫生部门、赛会医疗团队
正对所有赛会相关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监
测，并已开始追踪确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据澳联社报道，这两名被确诊的选手
是资格赛 4号种子、美国选手库德拉和阿
根廷选手塞伦多洛。

澳网协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邮件
采访时说：“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些能够

参赛的选手在抵达多哈后，至少有一次检
测结果是阴性的。”

该发言人表示，所有选手在抵达多哈
后都要被隔离，直到检测结果为阴性才能
进入“有控制的”赛会环境。在整个赛会
中，所有选手和他们的团队每四天就要检
测一次。他们入住的酒店也是官方指定酒
店，有严格的隔离措施。

由于疫情，今年澳网推迟到2月8日开
赛，男女单资格赛改在多哈和迪拜举行。
按照此前澳网协公布的计划，所有来澳参
赛球员将进行14天强制隔离。

这一感染事件发生后，墨尔本所在的
维多利亚州警察和应急服务部部长内维尔
表示，所有来澳参赛选手、官员和服务人员

将经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维州将增加
3 所酒店为隔离酒店，增加协助隔离事务
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 296名工作人员专
门负责在选手和工作人员往来于隔离酒店
时对他们进行监控。球员在隔离期间可以
训练，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和团队人员的核
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且开始训练后每天
都要接受检测，还要在相关人员的监控下
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

对于违反隔离规定的人，除了维州当
地的处罚措施，澳网协还将对其处以强制
退赛等额外处罚。

“在保证赛事安全上我们想尽了办法，
无论是感染控制、严格检测、训练‘泡泡’，
还是加强卫生清洁。澳网是墨尔本的一项

经典赛事，我们欢迎这项国际赛事举行，制
定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参赛者和本地民
众的安全。”内维尔说。

这次感染事件也再次引发如何在举办
大型体育赛事时做好疫情防控的讨论。对
此，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塞尔维
表示，对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疫情防控来
说，最大的风险其实是选手们在赛场外的行
为，比如去餐馆、娱乐场所等，如果他们在抵
达前被感染了，就可能将病毒传播给本地。

她认为，隔离和“泡泡”政策是帮助减
少选手向公众传播病毒风险的重要手段，
但这并不能避免选手将病毒传播给裁判、
其他球员等场内人员，因此，限制赛事观众
人数和要求观众戴口罩也是非常重要的。

家门口的足球场，有希望了！
新华社记者

曾几何时，在家门口、在社区的足球场
踢球，是一种奢望！

如今，这种奢望变成了希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体育总局日

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
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
地级及以上城市社区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
覆盖，具备条件的城市街道、街区内配建一
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

这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群众参与体育运
动，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有力
举措。但是，政策从出台到落地仍有距离，
包括社区足球场在内的社会足球场建设面
临“选址难、审批难、运维难”等难题。

如何让老百姓真正享受政策红利，考
验着决策者和实施者的智慧。

“接地气”的新政
一名地方足协负责人说：“我们一直喊

‘足球从娃娃抓起’，但没有球场怎么踢？
场地缺乏是困扰足球发展多年的问题。大
力建设足球场，抓住了要害和根本。”

他表示，我国的足球场地存在分布不
均、使用不便等问题。中心城区开发完了，
土地稀缺、金贵，新建场地难度大，近些年
新建场地大都远离城区，不便于群众踢球，
球场很大程度上沦为摆设。社区球场建在
老百姓身边，既解决了使用率问题，更体现
了便民、利民思想。

作为社区足球场建设者和运营者，朝

向集团董事长陈朝行说，国家足球场地建
设政策越来越具有现实和落地意义。

虽然国足成绩难尽人意，但足球向来
为国人关注，人们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有
增无减。不过人们日益增长的足球参与需
求和场地匮乏的矛盾却日益凸显。

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2016年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
规划（2016-2050 年）》、2019 年的《全国社
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试行）》，以及 2020年有关社区足球场地
的专门性政策，一脉相承的场地建设政策
让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踢球成为可能。

五大难题待解
政策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要让

政策落地，需迈过五道坎。
——土地政策
北京市近年来的社会足球场地多建在

公园绿地、社区空置场所等非体育用地，由
于缺少土地利用政策，场地建成后面临拆
除风险。

投资一块足球场一般至少要3年才能
回本，一旦拆除，投资方损失巨大。所以投
资方进入该领域非常谨慎，建成运营后在
场地维护方面也缩手缩脚。

对于地方来说，建设体育场地时，规划
部门先做一个大控规，然后根据每个地块
做详规，做大控规时很少能考虑体育用
地。以某直辖市的社会足球场为例，90%都
不是规划体育用地，大部分是利用城市“边

角料”建场地，都属于临时场地，一旦城市
有新规划，随时面临被拆危险。某直辖市
一个小区旁原来是荒地，建了一个带状公
园，并在绿化带里建了两个小足球场，刚建
好两天，足球场就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规。

根据住建部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居住区绿地公园中应设置10%
至 15%的体育活动场地，该规定并未得到
切实落实。

——专业运维
绝大多数足球场地为露天，受天气影

响，设施易加速老化，容易对场地使用者造
成一定运动伤害。“重建轻管”现象仍然存
在，不少场地建成后移交所在小区或街道
管理，管理维护不到位，社会化专业运营程
度不足。

——专项资金
足球场地建设资金多来自政府筹措资

金、体育彩票公益金等，来源较单一，缺乏
专项资金。社会资本多受政策所限，缺乏

“进场”动力。
——审批复杂
有些省区市鼓励利用公园绿地、拆违

还绿用地建足球场，但在实施过程中没有
明确的政府审批部门和途径，场地运营还
需工商、税务、城管等部门配合，企业难以
既合法又高效地建设足球场地。

——监督机制
不少受访者认为，足球运动受到极大

关注，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如足改方案
等，但不少地方落实不到位，原因在于缺乏

监督机制。

破题
针对上述难题，多地体育界人士给出

建议，一是制定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足球
场地的工作指引，消除拆除风险，打破土地
利用界限，提倡复合用地、综合利用，确保
足球场地供给。

二是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和申请流程，
探索采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委托管理、
PPP等方式建设足球场地，对介入的社会
资本落实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对
建设运营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三是通过委托授权、购买服务等方式，
招标选择专业社会组织或企业运营足球场
地，并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运维。既
减轻政府负担，又符合群众利益，提升场地
利用率、盈利能力。

四是以各相关部门联合办公的创新方
式打破壁垒、提高工作效率。

陈朝行对审批感触很深：涉及多部门，
很难协调。他建议归口到一个牵头部门，
企业对接牵头部门，牵头部门协调有关部
门，简化审批程序。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正在通过城市试
点进行破题。据介绍，住建部会同体育总
局于2019年4月以来在9个市（县）开展城
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工作，并已
取得一定成效。（执笔记者：公兵；参与记
者：张泽伟、王浩明、汪涌、王恒志、吴书光、
肖世尧、王楚捷）

▲1月12日，山东队球员哈德森（左）上篮。
当日，在浙江诸暨进行的2020-2021赛季

CBA第二阶段第29轮比赛中，辽宁本钢队以
117∶105战胜山东西王队。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1月12日，青岛队球员许家晗（右）
传球。

当日，在浙江诸暨进行的 2020-2021
赛季 CBA 第二阶段第 29 轮比赛中，时代
中国广州队以 114∶94 战胜青岛每日优鲜
队。 新华社发（江 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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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月12日电
（记者王子江）东京奥组委
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 12 日
在这里表示，关于东京奥运
会取消或者推迟到 2024 年
甚至 2032 年的消息都是假
新闻。

日本八卦娱乐刊物《周
刊实话》早些时候爆料，说
东京奥运会将被取消，转而
放到 2032 年举行。另外还
有媒体报道，东京奥运会将
被放到 2024年举行，巴黎和
洛杉矶奥运会也各自推迟
四年，分别在2028年和2032
年举行。

武藤敏郎在当天奥组
委总部举行的新年致辞中
表示：“类似的报道一出现，
只会增添很多人的焦虑。
我想说的是，我们从来就没
有做过这样的考虑，这些报
道都是错误的。”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
在当天的讲话中也承诺，东
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今年
夏天如期举行。他说：“春天
总是要来的，漫长的黑夜过
去必定是黎明。相信这一

点，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希望，
我们将始终竭尽全力。”

这位日本前首相还说：
“如果我们有一些迟疑，或
者有一点退缩，或者哪怕有
一点不知所措，一切都会受
到影响。我们必须按照计
划推进，没有任何其他的替
代方案。”

这是东京奥组委高层
官员近三个星期内首次发
表公开谈话。这段时间日
本疫情不断恶化，东京都和
附近三个县都再次进入了
紧急状态。日本民众对奥
运会的信心出现动摇，共同
社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表
明，超过 80%的日本民众希
望奥运会被推迟或者取消。

武藤敏郎在当天的讲
话中还说，共同社的调查结
果与一个月前的结果并没
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一个月
之前，支持奥运会取消的比
例为 30%，现在是 35%，只不
过希望奥运会再次推迟的
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他
说：“这说明大家仍然希望
奥运会在东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1月 9日至 12日，江西省“江
河湖”青少年皮划艇（静水）
训练营在南昌市青山湖水
上运动中心举行训练活动。

参加训练营的人员主
要是各设区市皮划艇教练
员及运动员（2020年度全省
青少年皮划艇锦标赛前三

名、优秀苗子）。训练内容
主要有身体形态测试、素质
测试、陆上对抗，测试内容
包括 3000 米跑、引体向上、
核心力量平衡球训练等。

据介绍，该训练营旨在
提升各设区市皮划艇教练
员业务水平，培养青少年运
动员对水上项目的兴趣。

1月11日，南昌市新建区欣悦湖文化综合体项目体育产业
园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加紧施工。总投资约4亿元的欣悦湖文
化综合体项目是新建区一项重点惠民工程，建成后将补齐主城
区无正规体育场馆的基础设施短板，成为当地文化新地标。

特约通讯员 涂 欢摄

据新华社华沙1月12日
电（记者张章）德甲拜仁慕尼
黑队的波兰前锋莱万多夫斯
基12日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
时表示，2021年将是“极其艰
难”的一年，每个人都应该做
好准备，迎接这场“马拉松”。

2020 年对于莱万来说
意义非凡，他获得欧冠联赛
和德甲最佳射手，带领拜仁
慕尼黑成就欧冠、德甲和德
国杯“三冠王”，个人被评为
欧足联最佳球员及国际足联
年度世界足球先生。但他表
示，由于新冠疫情仍未平息，
2021年将是艰难的一年。

“今年对所有球队来说
都是严峻的挑战，二月和三
月将异常艰难。去年年底我
已经意识到这点，并开始准
备这场‘马拉松’，因为不仅
年初的时候，六月的时候同
样需要新的动力，因此良好
的轮转将是关键。”32 岁的

莱万在接受波兰《体坛纵览
报》采访时说。

对于 2020 年的各项殊
荣，莱万表示自己最看重的
是欧冠冠军。“当（欧冠决赛）
终场哨响起，我所有的情绪
迸发而出，因为我儿时的梦
想成真了。我没有意识到，
但是我的身体、动作和表情
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他
说。

2021 年，莱万希望能带
领波兰国家队在欧锦赛中有
好的表现。“带领国家队取得
成功将是了不起且美妙的经
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能
否实现。”身为波兰国家队队
长的莱万说，“即便不能取得
奖杯，但如果球迷为我们的
表现感到骄傲，那么这对我
来说也将是一种成就。”

由于新冠疫情，原定于
2020 年举行的欧锦赛被推
迟到2021年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