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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健身设施“触手可及”
李 征 本报记者 钟端浪 实习生 万金璐 李明悦

积极备战 只争朝夕

中国冬奥军团为参赛精彩而冲刺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李 嘉 王楚捷

国际奥委会：
森喜朗的言论“绝对不当”

1月29日的南昌县澄碧湖公园阳光煦
暖，湖光潋滟，碧波荡漾。园内的湖滨跑
道，不时有锻炼奔跑的市民，健身器材上，
许多市民在挥洒汗水。“十多年前，这里还
是一个水产养殖鱼塘，环境很糟糕，如今，
却变成了风光旖旎、运动健身的好去处，住
在周边的居民太幸福了！”家住王家社区的
郭水华说，澄碧湖公园已成为附近市民运
动、健身胜地。鱼塘一带变“健身胜地”，澄
碧湖公园让周边 20万群众切实感受到浓
厚的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全民幸福氛围。

阳光的笑容、健硕的身材，扎起的马尾
辫随运动步伐上下舞动，若不是自报年龄，
记者看不出眼前的跑步爱好者李凤娇已经
到了退休的年纪。刚刚跑步锻炼后的她，
身穿一件运动短袖做着拉伸动作。“澄碧湖
附近打造成公园后，我经常下班来这绕湖

跑，十多年来切实感受到这里的变化。”李
凤娇说，公园的生态环境日渐优美，健身运
动设施不断完善成熟，参与体育锻炼的群
众越来越多。如今，每天早晚都有市民来
澄碧湖公园运动打卡。62 岁的郭水华则
说，鱼塘打造成公园、全民健身广场，大家
更愿意走出家门来玩耍、锻炼，提升了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巡湖检查是澄碧湖公园管理处主任杨
群峰每天的工作，一天下来都要走 2万步
以上，但他非常享受这份工作。公园内种
植了大量观赏花卉树木，其
中灌木造型 1.5万平方米，绿
化草坪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
如同一个天然氧吧。公园环
境好、管理有序吸引了一大
批热爱锻炼的人群。

杨群峰告诉记者，澄碧湖公园内不仅
有健身步道，澄碧湖西面还铺设了一条长
1.5千米的湖滨智能跑道，提示牌可显示步
伐步数以及消耗的能量。为促进全民健
身，公园里不仅配备了６块健身器材场地，
还有２块太极拳场地以及１块羽毛球场
地，给市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健身选择。

澄碧湖公园，南昌县群众锻炼健身的
地标，也是该县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缩影。据南昌县教育体
育局统计，2020 年该县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贴近群众的体育竞赛与活动达50多项
次，新辟晨晚健身辅导网点 78片，新增全
民健身志愿者 233人，培训三级社会指导
员1023人，开展成年人体质测试抽样调查
960 人，形成了天天有活动、周周有安排、
季季有竞赛的全民健身新格局。

南昌县教育体育局相关人士向记者介
绍，自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以来，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 45％，城
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合格人
数显著提高，比例超过94％。

2月8日，德国拜仁慕尼黑队球员莱万多夫斯基（右）在比
赛中庆祝进球。

当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国际足联世俱杯半决赛
中，德国拜仁慕尼黑队以 2∶0 战胜埃及开罗国民队，晋级决
赛。 新华社发（尼库摄）

▲2月8日，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获胜后
庆祝。

当日，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比赛
中，德约科维奇以3∶0战胜法国选手沙尔迪，晋级
下一轮。 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2月9日，中国选手朱琳在比赛中。
当日，在澳网女单首轮比赛中，朱琳以2∶0

战胜美国选手惠特妮，取得中国女单五朵“金
花”今年在墨尔本公园的首胜，也成为其中唯一
一名晋级的选手。 新华社记者白雪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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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伊始，中国冬奥军团迎来“开
门红”。

17岁的中国选手谷爱凌在世界极限
运动会 X Games 冬季赛中，分别夺得自
由式滑雪超级 U 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
比赛的金牌，还在大跳台比赛中摘铜。
这 是 中 国 选 手 首 次 在 该 项 赛 事 中 夺
冠。

男子雪上项目同样也有好消息，中
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男子
运动员苏翊鸣在训练驻地长白山万达滑
雪场完成个人也是中国单板史上首个反
脚外转五周1800度动作。这个难度使苏
翊鸣达到世界顶级选手水平。

备战之路进入“冲刺”阶段，对于只
争朝夕的中国冬奥军团来说，这样的“好
消息”，不嫌多。

经过“2018扩面”“2019固点”“2020精
兵”连续三年的努力工作，中国队相继实
现了北京冬奥会109个小项“全项目开展”

“全项目建队”“全项目训练”的目标。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各队伍进行了体能达
标测试考核、开展了中国冰雪体能大比
武，各队伍体能得到了提升。

受疫情影响，全球体育赛事在 2020
年一度陷入停滞，在国际比赛机会不足
的情况下，各支冰雪运动国家队组织了
各类对抗赛、模拟赛、挑战赛。

去年10月初举行的“国庆冰雪乐——
中国冰雪国家集训队队内系列对抗赛”，
把夏季旱雪训练、水池训练、气垫训练、
跳草训练转化为专业比赛，为运动队提
供了更多实战锻炼机会。去年 11月 6日
至 8日举办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大奖
赛中国杯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恢复、训
练成效初显；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短道
速滑锦标赛、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上，老
将新人各有出彩，18 岁小将朱祎玎更是
打破了男子1500米全国纪录。单板滑雪
方面，U型场地项目名将刘佳宇和蔡雪桐
的备战均稳步进行，在北京冬奥会上有
望再度向奖牌发起冲击。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封闭训练成为
各支冰雪运动队伍冬奥备战的主旋律。
中国花滑队总教练赵宏博介绍，中国花
滑队自去年 3月世锦赛取消后就一直在
封闭训练，虽然疫情对队伍本来的训练、
参赛和编排计划有一定的影响，但整体
上还是保证了系统的训练和有序的冬奥
备战。

“我们的整体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到
位，运动员封闭训练虽然寂寞点，但我们
绝不能松劲，冬奥会是重中之重，世锦赛
是冬奥会的资格赛，我们要尽最大努力
做好备战。”赵宏博说。

“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我一定会

用最大的激情和斗志去备战，每天都去
弥补自己的不足，希望在家门口拿金
牌。”短道速滑选手任子威说。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新一代领军人
物，任子威曾多次在世锦赛中夺得奖
牌。在 2020-2021 赛季全国短道速滑锦
标赛中，他获得了男子500米冠军。

任子威说，疫情暴发后国家队进行
了长时间的封闭集训，自己也在不断调
整心态和竞技状态。最近的比赛是在今
年四月，届时短道速滑国家队会进行重
组，把最终的冲刺人员名单定下来。

目前，冰雪项目国家队分别在北京
首钢、延庆，河北承德、张家口、涞源以及
新疆、甘肃、内蒙古、吉林等地集训，按照

“每天都是奥运会”的要求，进行实战模
拟演练。

高水平的背后少不了科技硬实力的
支撑。从运动员参赛服装、器材到研究
天气、环境温度、湿度等，科技已经渗透
到冬奥备战的方方面面。

2020年12月初，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
雪训练科研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其中两个
体育风洞的建成，对运动员训练是极大的
助力。据介绍，风洞不仅能够使有效训练
时间延长，而且还可以不受天气状况、季
节影响。以往没有专业风洞时，不仅运动
员要依靠国外基地训练，就是比赛训练用

服装面料的选材、测试效果都需要到国外
进行实验，十分不便。

中国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领队张蓓
对风洞训练的成果印象深刻。“通过风洞
训练等科技助力和科学训练，我们希望
越野滑雪超长距离、女子团体接力等项
目能在一年多以后的北京冬奥会上有所
突破，力争好成绩。”张蓓说。

在江苏溧水，一座国家冰雪极限运
动训练基地也正在建设中，这里建成后
将是符合奥运规格的室内滑雪 U 型场
地，助力四方共建的单板滑雪国家集训
队训练。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提
出“五精”：打造精锐之师、锻造精勇之
士、明确精准目标、抓实精细训练、强化
精致保障。

虽然受疫情影响，中国军团的备战
节奏受到了很大干扰，但各支队伍都在
围绕“五精”全力以赴，无论是辽宁、黑龙
江等传统冰雪大省，还是江苏、上海等南
方地区，都在积极参与冬奥队伍训练、场
地、保障等各方面工作。

对于冬奥，运动员们满怀期待。花
滑名将隋文静说：“希望我们可以在冬奥
会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理想
的成绩，我觉得那是给这场盛会最好的
祝福。” （据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东京 2 月 9 日电
（记者王子江）东京奥组委
主席森喜朗发表歧视女性
言论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
了近一周，但国际舆论丝毫
没有冷却的迹象。国际奥
委会 9 日也发表声明，直言
这些言论“绝对不当”。

国际奥委会在官方网
站发表《国际奥委会关于奥
林匹克运动中的性别平等
的声明》，在表达提倡男女
平等坚定立场的同时，也旗
帜鲜明地对森喜朗的言论
给予指责。

声明说：“东京奥组委
主席最近的言论是绝对不
当的，也与国际奥委会的承
诺以及《奥林匹克 2020 议
程》中的改革方案相悖。”声
明还提到了森喜朗的道歉
和东京奥组委随后发表的
承诺男女平等的声明。

83 岁的森喜朗 3 日在
日本奥委会董事会会议上
抱怨称，“有女性在场的会
议时间太长了。而且女人
竞争意识强，一个说完另
一个也一定要说”，因此建
议限制女性在会上的发言
时间。

这些言论立刻在日本
引起了巨大争议。感到事
态严重的森喜朗随后召开
新闻发布会，对自己的言论
进行道歉，但拒绝辞职。据
共同社报道，东京奥组委计
划本周晚些时候召开特别
会议，进一步商讨森喜朗言
论引起的争议。

作为日本前首相的森
喜朗突然“祸从口出”，本来
就遭遇疫情打击的东京奥
运会雪上加霜。已经有近
400名奥运会和残奥会志愿
者宣布退出了服务行列，还
有两名火炬手放弃了参加
火炬接力的机会。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
子直言，森喜朗的言论让她
感到“震惊”，也让奥运会

“面临严重的问题”。
《日本经济新闻》发表

评论认为，东京奥组委主席
森喜朗最近针对女性的言
论“侵蚀”了人们对东京奥
运会的信任，并说森喜朗没
有意识到奥组委主席的作
用。评论还说，森喜朗的错
误言论有可能会削弱举办
奥运会的势头，并阻碍国际
社会的支持。

山东泰山：已采取紧急措施积极
应对亚冠参赛资格被取消一事

新华社济南 2 月 9 日电
（记者张武岳）山东泰山俱
乐部 9 日发布声明称，对亚
足联取消俱乐部 2021 赛季
亚冠联赛参赛资格一事，已
采取紧急措施，积极应对。

“2 月 8 日下午，我俱乐
部接到亚足联通知：取消我
部亚冠联赛 2021 赛季参赛
资格。接到通知后，俱乐部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积极应
对，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山东泰山俱乐部在当日发
布的声明中写道。

亚足联 8 日宣布，山东

泰山被认定违反了《亚足联
俱乐部准入规程》中有关

“对雇员以及社会、税务机
关无逾期应付款”的强制性
准则，因此被撤销 2021赛季
亚冠联赛的参赛资格。山
东泰山的参赛席位将根据

《亚足联俱乐部赛事准入手
册》进行重新分配。

在 1 月 27 日 举 行 的
2021 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
抽签中，山东泰山作为足协
杯冠军与泰国港口、中国香
港杰志队以及一支资格赛
球队分在 J组。

2月8日，巴黎圣日耳曼队球员内马尔（右一）和姆巴佩
（左二）在比赛中。

当日，在2020-2021赛季法甲联赛第24轮比赛中，巴黎圣
日耳曼队客场以2∶0战胜马赛队。 新华社发/法新

2021年女子冰壶世锦赛被取消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

电（记者郑直、梁金雄）世界
冰壶联合会当地时间 8日在
官网宣布，原定于 3月 19日
至 28 日在瑞士沙夫豪森举
办的 2021 年女子冰壶世锦
赛被取消，原因是瑞士当地
卫生健康部门不予支持。

“世界冰壶联合会与赛
事当地组委会被告知，鉴于
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状况，
以及对病毒新变种传播的担
忧，（瑞士当地）将不会批准

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世界冰
壶联合会在声明中说。

这是女子冰壶世锦赛连
续第二年被取消。

“由于赛事取消，努力训
练的运动员们连续第二年错
失了在世锦赛上争冠的机
会，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世
界冰壶联合会主席凯特·凯
斯尼斯表示，“我们将评估所
有可能的选项，保障 2022年
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女队资
格选拔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