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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王子江）5月 23日，东
京奥运会倒计时两个月，国际奥委会和日本高层
如期举办的决心越加坚定，但随着筹备进入冲刺
阶段，奥运会也必须应对好两大考验：第一，日本
国内的疫情不能失控；第二，日本国内的反对力量
不能失控。

当前，日本全国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被列入
紧急状态的地区不断增多，日期不断延长。大阪
地区的医疗系统已“接近崩溃”，北海道和冲绳县
两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日还连续创下新高。首
相菅义伟还透露，将于本月底决定是否延长东京
都等地的紧急状态期限。

东京医学会主席宫泽孝幸始终对日本政府控
制疫情的方式持批评态度，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
说，一旦放松警惕，变异病毒将会快速传播，日本
将出现疫情全面蔓延的风险，“举办奥运会将变得
毫无希望。”

政府抗疫不力，导致疫情持续恶化，民众对菅
义伟政府的信任持续下降，对奥运会的支持率也
创下新低。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奥运
会如期举行的民众比例达到了 83%。公开反对奥
运会的声音持续高涨，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宇
都宫健儿发起要求停办东京奥运会的在线签名活
动，赞同人数超过 35万人。接近 70%的日本企业
也希望奥运会取消或者再次推迟举办，连软银社
长孙正义都表示，不赞成各国和地区派运动员到
日本参赛。

由 6000名医生组成的东京医生协会，也联合
向菅义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以及日本奥运
大臣丸川珠代递交了公开信，反对东京奥运会的
举办，理由是在目前的疫情下，日本的医疗体系难
以支撑如此盛大的活动。日本政府新冠专家小组
负责人尾身茂在参院内阁委员会发言时也表示：

“无法判断东京奥运会是否应该举行。”
面对日本全国上下的质疑之声，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方面反

复表达了奥运会举办的决心。国际奥委会与日本各方举行为
期三天的会议，为奥运会的筹备进行了详细的磋商。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不仅表达了决心，还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方案，首先，
他承诺入驻奥运村的所有人员中，至少75%的运动员和随队人
员都将会接种疫苗；第二，他承诺国际奥委会将向奥运会派出
医疗人员，以缓解东京奥运会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东京奥组委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告
诉记者，即使到 7月 23日，东京的疫情形势仍然和现在一样
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奥运会也仍将如期举行。这相当于告诉
全世界：为了保证奥运会的举行，日本将至少维持目前的防
控措施，以保证国内疫情不失控。

那么，日本的疫情会不会失控？根据过去一年日本抗疫
的经验和教训，只要不撤销紧急状态，不鼓励国内旅游和消
费，疫情基本能够维持稳定。但国内反对力量会不会失控将
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疫情的原因，日本的经济已经
遭受重大打击，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率计算下降 5.1%。保奥运和保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冲突
的两面，也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奥运的敌意。

世界杯改为两年一届可行吗
新华社记者 刘 博

争冠？让冠？
——2020-2021赛季五大联赛综述

新华社记者 韦 骅

▲5 月 23 日，马德里竞技队球
员在夺冠后将主教练西蒙尼（上）
抛向空中。当日，在 2020-2021 赛
季西甲级联赛第38轮比赛中，马竞
客场以 2∶1 战胜巴拉多利德队，夺
得西甲冠军。

新华社发（西甲联赛供图）

▶5 月 23 日，曼城队球员在颁
奖仪式上庆祝。

当日，在 2020-2021 赛季英超
联赛第38轮比赛中，曼城队主场以
5∶0战胜埃弗顿队。赛后曼城队在
主场举行冠军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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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际足联第71届全体代表大会
通过了沙特阿拉伯足协提出的提案，将对
每两年举行一次男足世界杯和女足世界杯
进行可行性研究。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
狂欢。国际足联积极推动世界杯的改制，
主要目的是想缩短比赛的间隔获得更多的
收入。据外媒报道，每一届世界杯都能为
国际足联带来高达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86亿元）的广播和商业收入，而四年两届
的世界杯或将带来超百亿美元的收入。

虽然这一提案高票通过，获得了 166
张赞成票，只有22张反对票。但需要注意
的是，目前国际足联仅仅是通过了改制的
可行性提案，并不会马上修改世界杯赛制，
但世界杯赛事变成两年一届的概率正在急
剧升高。

不过，这一向“钱”看的提案可行性不
容乐观。世界杯改制所引发的赛事撞车等
连带反应如何解决，主办国家、转播商、会
员协会和俱乐部的利益如何平衡，球员和
球迷是否愿意为此买单，这些因素都是需
要国际足联深入研讨的。

首先，如今的世界足坛赛事已非常密
集，如果世界杯改为两年一届，那等于每一
年都会有各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在进行，
这将与欧锦赛、美洲杯等洲际大赛的档期
相撞，还会导致以前的日程表全部中断，这
是欧足联等洲际足联不愿意看到的。

同时，改制后的世界杯也会和奥运会
撞车，两项赛事如果同一年举办，况且两项
赛事还都是夏季举行，时间间隔非常之短，
必然带来转播商、广告商和观众的分流。
两大国际体育组织想要找到利益平衡点，

绝非易事。
世界杯改为两年一届，寻找主办方的

难度也会相应提升。世界杯开始前在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需要大量投入，世界杯间
隔缩短无疑将加大主办国家的压力。

此外，国际足联的预期收益能否化为
现实，也将打上大大的问号。从传播心理
学角度分析，世界杯的频度翻番，观众的热
情可不会简单地“X2”。球迷对世界杯可
能出现的“审美疲劳”和热情下降，也是国
际足联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世界杯的大部
分收入是来自电视转播和广告，改制后转
播商和赞助商是否还会高价买入版权也是
个疑问。“随心所欲”的美洲杯就是一个反
面教材。美洲杯成立多年来一直在修改赛
制，这也导致了美洲杯的含金量和关注度

远不如欧洲杯。
对于球员来说，如若有机会多参加几

次世界杯或许是件好事。但目前的职业球
员在越来越密集的俱乐部赛事中的消耗已
经很大，欧洲主流联赛的优秀球员每年要
踢四五十场比赛。如果世界杯这样的重大
比赛还要在节奏上加快、加密，那么运动员
必然处于严重超负荷运转的状态。球员没
有足够的时间从赛季的损耗中恢复，世界
杯的竞技水平和观赏度必然下降，竞技价
值也会缩水。

综上所述，世界杯足球赛改为两年一
次，涉及利益方太多，国际足联必须要进
行全面考虑，将这些潜在的隐患事先解
决，只有这样，未来世界杯改制之后，才会
变得更好看。

（据新华社海口电）

随着意甲、英超、法甲5月24日收官，
2020-2021 赛季五大联赛落下帷幕。除
了拜仁慕尼黑在德甲卫冕成功，其余联赛
的冠军纷纷易主。国际米兰、曼城各自以
巨大优势抢回王座，而法甲和西甲的冠军
争夺战，均上演了“温良恭俭让”的戏码。

五大联赛的冠军，从严格意义上来
说，并没有“新科状元”，国米、曼城、马竞、
拜仁和里尔此前都有多次夺冠经历。其
中，国际米兰是等待最久的那一支。自
2010 年的三冠王赛季后，“蓝黑军团”迅
速陨落，被死敌尤文图斯完全压制，目送
对手实现九连冠伟业。

但近几个赛季，国际米兰渐回正轨，
并在本赛季实现爆发。除了联赛开局阶
段的波动，国际米兰的发挥几乎可以用完
美来形容，在 2月的米兰德比之后，国米

将争冠主动权牢牢地握在手中，最终提前
四轮问鼎，以领先第二名AC米兰12分的
巨大优势结束了征战。反倒是尤文图斯
整个赛季磕磕碰碰，直到最后一轮才惊险
确保欧冠资格。

同样轻松夺魁的还有曼城。上个赛
季，利物浦提前七轮首夺英超联赛冠军。
一年过后，曼城以几近相同的方式予以回
击，赢得了近四个赛季的第三座英超奖
杯。此外，瓜迪奥拉的球队还将与切尔西
会师波尔图巨龙球场，向队史第一个欧冠
头衔发起冲击。利物浦上个赛季的风光
则不再，受到伤病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拼
到末轮才锁定一个欧冠席位，而曾经的英
超冠军莱斯特城则连续在两个赛季的最
后时刻痛失前四。

与意甲、英超早早决出冠军不同，西

甲和法甲的冠军悬念直到最后才揭晓。
事实上，马德里竞技原本可以早早撞线，
毕竟在联赛中期时积分榜上曾有两位数
的领先。可随着赛程的深入，“床单军团”
不断犯错，面对中下游球队屡屡丢分，优
势被逐渐蚕食，到了最后又成了三强争冠
的局面，甚至连排名第四的塞维利亚都有
理论上的夺冠可能。

在冠军争夺白热化之际，马竞、皇
马、巴萨都有过“赢球即掌握争冠主动
权”的时刻，可偏偏三家相互“孔融让
梨”。最后两轮，马竞不再“客气”，连续
完成逆转，避免了阴沟翻船的尴尬。夺
冠庆典上，老将苏亚雷斯喜极而泣的镜
头令人动容。

里尔的桂冠最让人意外，球队上一次
品尝冠军滋味还要追溯到 2011 年，当时

球队阵中还有阿扎尔、热尔维尼奥、卡巴
耶等一众球星，而如今的球队阵容实在无
法与“班霸”巴黎圣日耳曼相提并论。

里尔本次夺冠，一方面要归功于自身
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大巴黎”开翻
航母。坐拥姆巴佩、内马尔这样的顶级球
星，首都球会整个赛季居然输了八场比
赛，38 轮下来仅拿 82 分，是自 2012 年以
来的最低得分（上赛季联赛被终止）。将
一个“满级号”带到如此境地，“大巴黎”主
帅波切蒂诺需要好好反思。

五大联赛中最为轻松的莫过于拜仁
慕尼黑了，“南大王”还是一如既往的稳
健，连续第九个赛季赢得德甲沙拉盘，队
内头号射手莱万多夫斯基还以41球再度
捧走“小钢炮”，打破尘封 49年之久的德
甲单赛季进球纪录。

与外战相比，拜仁的内斗则更加精
彩，球队主教练弗利克与体育总监萨利哈
米季奇的不和被炒得沸沸扬扬，前者即将
离任，一个冠军奖盘也算是有个体面的道
别。除了弗利克，助教克洛泽，球员马丁
内斯、博阿滕、阿拉巴等都将离开球队。
拜仁的重组，势在必行。

（据新华社香港电）

今年以来，萍乡市湘东区消防救援大队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在深学中品原味，悟透中出真味，实干中现情味，
全面绘制党史学习教育“五彩画卷”。

革命薪火，筑牢“红色”信仰。该大队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先
后深入凯丰故居、刘型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并设为大队思
想政治教育基地，让指战员感受革命先辈百折不挠的精神。

抓严抓实，强化“橙色”担当。该大队坚持实战演练，夯实
技能基础，结合辖区实际，组织指战员开展多次实战演练，用
火焰蓝的青春守护着一方平安。

竭诚为民，加强“黄色”警示。该大队牢记“为民办实事”
的工作理念，加强对辖区内宾馆、饭店、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检查，组织指战员开展“夜查、打通生命通道”行动，对排查的
安全隐患及占用生命通道等行为，责令立即整改，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前置服务，投身“绿色”公益。该大队扎实开展青年指战
员心向党教育活动，利用消防站开放日，联合辖区中小学校开
展“童心向党、消防同行”活动，希望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
一个家庭”的目的。

争先创优，共绘“蓝色”梦想。大队党委坚持把构建消防
员荣誉价值体系作为加强队伍建设重要载体，相继成立了党
史学习教育“夜读班”。大队在今年萍乡市消防救援队伍“党
史知识竞赛”中荣获全市第一的佳绩，切实树起了党史学习教
育的先进典型。 （彭 琳 刘树军）

湘东区消防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月 24 日，在
定南县国家青少
年足球训练中心，
湖南长郡滨江中
学与河南郑州七
中的足球运动员
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中国中
学生足球协会杯
（高中男子乙级）
赛事在定南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 24
支代表队参赛。

陈地长摄

5月22至23日，由省乒协主办的第四届省乒协会员代表
联谊赛在省体育馆举行，200余名选手参赛。

本报记者 李 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