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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不堪回首的一年

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今日开始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冮 冶 杨 光

雏形乍现 挑战依旧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3月24日，北京队球员江川在比赛中扣球。当日，在中国
男子排球超级联赛半决赛中，北京汽车队以3∶0战胜浙江体
彩队。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3月24日，山东省选手刘昊宇在比赛
中。他以175.20分的成绩获得第四名。

当日，2020-2021全国单板滑雪大跳台
和坡面障碍技巧锦标赛大跳台项目男子组
决赛在吉林长白山万达泰格岭地形公园进
行。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3月23日，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
选手任子筝在比赛中，她以70.20分的成
绩入围大跳台女子组决赛。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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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王镜宇、
马向菲）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征求《反兴奋剂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近日在司法部官网发布。在
修订后的《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中，有关结果
管理与处罚的内容作了较大调整，对兴奋剂
违规的处罚力度明显加大。

新版的《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将把运动员
及辅助人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与入选国家队
的资格进行关联。《征求意见稿》规定：“因兴
奋剂违规被禁赛 1年以上的运动员和辅助人
员，不得以任何身份入选国家队。禁赛期在1
年及1年以下的，进入国家队需严格审核。”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北京冬奥组
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说：“因兴奋剂被处
罚一年以上的运动员及辅助人员不得以任何
身份进入国家队的新规表明了我们对兴奋剂
问题的零容忍态度。关于有人关注运动员因
误服或被用药而受到不公平处罚的问题，国
家已经将滥用兴奋剂‘入刑’，运动员‘背后的
黑手’将面临‘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罪名，司
法介入可以开展调查。司法调查将侧重于两
个方面，一是惩罚运动员违规背后的作恶者，
二是让运动员有依法获得减免处罚的机会。”

在杨扬看来，包括新版《反兴奋剂管理办
法》在内的新规和新法看似针对运动员，但实
际上出发点是对运动员的保护。对于运动员
而言，最重要的是应加强学习，正确认识这些
法律、法规，同时了解如何用这些法律、法规
来保护自己。

新版的《反兴奋剂管理办法》还将运动员
兴奋剂违规与其所在单位的全国综合性运动
会参赛资格挂钩：“发生 1例运动员兴奋剂违
规且被禁赛的，该单位该项目（不分男女，下
同）停赛不少于 1年；同一单位同一项目运动
员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周期内发生 2例兴奋
剂违规且被禁赛的，取消该单位该项目本届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参赛资格。”

根据《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的修改内容，
兴奋剂违规行为也将与体育道德风尚奖评
选，运动员和辅助人员评优、评职称挂钩。《征
求意见稿》规定：“发生兴奋剂违规且被禁赛
的运动员和辅助人员，禁赛期满后 4年内，取
消参加体育系统各类评优评先、荣誉称号、职
称、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比资格。”

新版的《反兴奋剂管理办法》还加大了责
任追究的力度。《征求意见稿》规定：“发生兴
奋剂违规，上级体育主管部门和运动员管理单位要对造成兴
奋剂违规的根源、管理环节和相关人员责任进行调查认定，
并根据调查结果依纪依规追究运动员管理单位领导人员和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监察机关或
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於之莹勇夺
世界女子围棋最强战三连冠

东京奥运会圣火将从3月25日开始，
踏上 121天传递的征程。圣火过去一年
遭遇的磨难，比起东京奥运会本身，还要
复杂和不堪。

那种不堪和艰难，似乎从点燃的那
一刻起，就注定了。

去年3月12日，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
晴空万里，本来庄严隆重的圣火采集仪
式，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临时紧急
缩小规模。只有 100名国际奥委会和东
京奥组委人士参加，民众被禁止参加。

“闭门举行”当时看来是一次意外事件，
但没人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它在全
世界成为常态。

就在前一天，世界卫生组织（WHO）
刚刚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
行”。按照原来的计划，圣火将先在希腊
传递一周。疫情没有阻挡住希腊人对火
炬传递的热情，所到之处到处是围观的
人群。为了安全，希腊奥委会第二天就
取消了在希腊境内的传递，圣火被封存。

日本方面早就对圣火充满期待。此
前一个多月，他们就在东京举行了盛大
的火炬传递彩排，东京奥组委安排明星

石原里美作为大使参加彩排，吸引了众
多目光。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和
奥运大臣桥本圣子原计划乘坐涂有火炬
图案的专机前往雅典迎接圣火，但最终
日本只派出了一个小规模的代表团低调
前往。3月19日，在举办过第一届现代奥
运会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希腊奥委会
将圣火交接给东京奥组委，现场冷冷清
清，只有10余名嘉宾出席，原定出席的希
腊新任总统萨克拉罗普卢也取消了行
程，原计划的舞蹈表演全部取消。

3月20日，圣火抵达日本东北部的宫
城县松岛基地机场，原来计划的大规模
欢迎仪式被取消。经过短暂的欢迎仪式
后，盛着圣火的火种灯开始为期六天的
灾区巡展。按原计划，3月 26日，奥组委
将在位于福岛的国家训练中心举行盛大
的火炬接力揭幕仪式，火炬开始传递。

然而，圣火抵达日本时，宫城县狂风
大作。而当时奥运会可能被推迟的传闻
就已经沸沸扬扬。

在第一站的展览中，火种灯就被吹灭
了两次，火炬的点火棒也发生了故障，最
后组委会只能动用备用火种灯，并用金属

棒捆绑布条的古老方式点燃了火炬台。
疫情没有浇灭日本民众的参观热

情，几天的巡展每天都吸引了大批居民
参观。3月24日，东京奥组委决定简化奥
运会火炬接力的程序，其中包括暂时取
消火炬手，以汽车运载圣火。这时据火
炬接力出发只剩下两天，奥组委首席执
行官武藤敏郎还信誓旦旦：火炬接力将
如期举行。

但就在3月24日晚，国际奥委会与东
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东京奥运
会将推迟到 2021年举行，奥运火种将留
在日本。

奥运会延期后，圣火被存在一个秘
密地点，直到去年 8月 31日，圣火在日本
奥林匹克博物馆公开亮相，开始为期两
个月的展览。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
在展览之前说：“相信圣火的展出将对所
有运动员提供心灵的支持。”

去年 12月 15日，奥运会火炬传递倒
计时 100天。东京奥组委宣布了新的火
炬传递计划，出发日期是 2021 年 3 月 25
日，传递路线与奥运会推迟前规划的路
线基本相同，出发的地点仍然是 2011年

海啸灾区福岛县的国家足球训练中心，
经过全日本859个地区，在7月23日奥运
会开幕日晚上抵达奥林匹克体育场。传
递的时间仍然是121天。

圣火去年11月结束在日本奥林匹克
博物馆的展览后，被送往东京都下属的
23个特别区、26个市、5个町、8个村进行
巡展。但今年 1月，日本疫情形势恶化，
东京都等地进入紧急状态，圣火展览被
迫中断。

疫情恶化，原计划的奥运会测试赛也
被推迟，东京奥运会可能被取消的谣言不
断传来，东京奥组委内讧不断，森喜朗辞
职，桥本圣子继任，紧接着开闭幕式总导
演佐佐木宏也因发表侮辱女星言论下课。

本月 21 日，东京都宣布结束紧急状
态，东京奥组委也在桥本圣子的带领下
恢复了运作的平静。

3月25日，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桥本圣
子将主持火炬传递开幕式。桥本在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前5天出生，其父亲
以奥运圣火中的“圣”字给她取名。一切
似乎是巧合，又似乎早就预示了一个新
的开始。 （据新华社东京3月24日电）

3月23日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4
个月的日子，伴随禁止海外观众和志愿
者入境政策的推出以及日本国内紧急状
态的解除，人们已经可以依稀看到东京
奥运会的雏形。同时，由于全球疫情形
势的不确定性，东京奥运会在防疫方面
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日本方面最终做出了禁止海外观众
入境的决定，并在 20日的五方会议上通
知了国际奥委会。可以说，这是自奥运
会去年3月被推迟后，日方作出的影响面
最大的决策。因为这一禁令，将有近 100
万购买了奥运会和残奥会门票的海外观
众无法现场观看比赛。

两天后，东京奥组委再次证实，除了
少数拥有特殊技能的人之外，近万名海
外志愿者也无法入境日本服务奥运会。

连续两道禁令，仿佛让奥运会回到

了很多年前交通不便的年代。加上东京
奥组委此前宣布的一系列简化措施，诸
如取消奥运村里的升旗仪式、削减各代
表团规模、减少开幕式入场人员数量等，
东京奥运会将注定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奥
运会。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也提前
给人们打了预防针：“在很多方面，东京
奥运会将与往届奥运会完全不同。”

当然，为了安全，一切限制措施都是
无奈之举。如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
说：“我们的每个决定都必须以安全为第
一原则。”

紧急状态后的疫情发展和火炬传递

是否造成新冠病毒传播，将为 4 月底出
台的本土观众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自去
年 7 月以来，日本的足球和棒球联赛始
终允许观众入场，单场比赛观众最多时
甚至超过两万人。但即使在日本国内疫
情最严重时，体育比赛也未造成大规模
的感染事件。凭借这些经验，已经有内
部消息说，日本政府将允许奥运会赛场
容量半数的本土观众入场，每场上限两
万人。

虽然对于奥运会如期举办的乐观情
绪不断攀升，但防疫挑战依然严峻。世
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确诊病例依然居高

不下，日本防止第四波疫情的压力也很
大。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和其他拥有
奥运会场馆的千叶县、埼玉县的知事 22
日都发出警告，希望所有市民继续保持
警惕，防止疫情反弹。

4月10日，奥运会第一项测试赛水球
比赛将开启，这次比赛不会有国际选手
参加。对于奥组委真正的考验是 4月 23
日开始的国际泳联世界杯跳水赛，这项
比赛将成为奥运会比赛的预演。也就是
说，到奥运会倒计时 3个月时，人们将开
始感受到东京奥运会的气氛。

（据新华社东京3月23日电）

据新华社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王恒志）2021世
界女子围棋最强战 24 日迎
来线上巅峰对决，中国棋手
於之莹取得近乎一场完胜，
执黑中盘击败韩国女子围
棋第一人崔精，在该项赛事
上实现三连冠。

於之莹和崔精堪称当
今女子世界围棋的一时瑜
亮。本届赛事，於之莹和崔
精作为中国队和韩国队的

唯一出战选手，分别击败两
名日本选手，连续两届赛事
在决赛中相遇。

虽然两人交手战绩平分
秋色，但最近六次交手於之
莹未尝胜绩，再加上韩国男
队2月刚刚夺得世界围棋团
体锦标赛冠军，这场中韩决
赛因此更受关注。於之莹当
日表现非常稳健出色，早早
取得局面上的优势，崔精苦
苦挣扎，至219手中盘认输。

3月23日，培训课程主讲师米兰·奥帕西奇（右一）为学员
授课。当日，首期国际篮联迷你级教练员培训认证课程开班
仪式在陕西宝鸡举行。 新华社记者 魏 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