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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观众人数确定：
每场比赛最多不超过一万人

“只有一个武磊肯定是不够的”
陈戌源讲述国足40强赛易地举行幕后惊心动魄的经历

新华社记者 马邦杰 韦 骅

5月30日晚，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中
国队以 2∶0领先关岛队进入中场休息时，
中国足协工作团队收到了一个令人不安
的消息：马尔代夫队内出现新冠确诊病
例，全队无法来苏州赛区参赛。这一突生
变故，搅乱了中国方面的全部安排，随后
叙利亚队也确定不能来华，比赛被迫转移
到阿联酋沙迦举行，中国队的备战受到

“颠覆性”干扰，有些球员情绪出现波动，
球队在抵达沙迦酒店后，酒店内发现新冠
确诊病例……

惊心动魄！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用
这四个字来形容中国队以及中国足协工
作团队从苏州到沙迦千辛万苦的拼搏历
程。如今，中国队已经打进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最后的 12强赛。陈戌源正和团队
在苏州接受隔离。在通过电话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之前经历的那一
切，话语中充满了感慨、欣慰和信心。

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5月31日，我

们外界收到 40强赛苏州赛区的比赛要转
移到阿联酋举行的消息。事发突然，可以
想象当时局面千头万绪、纷杂混乱，请问
当时中国足协是怎么应对的？

陈戌源答（以下简称“答”）：当时局面
特别乱。5月30日中国和关岛队比赛中场
期间，我们得知马尔代夫队当中有两个人
感染了新冠，全队都成密切接触者。按照
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密接者只要核酸检
测不呈阳性，都可以进来参加比赛。但按
照我们国家的防疫要求，密接者肯定要隔
离。马尔代夫队如果接受隔离不能来华，
比赛就成很大问题。

得到消息后，中国足协紧急和亚足
联、马尔代夫方面进行沟通，向他们说明
我们国家的防疫要求，希望他们理解。当
时我们希望叙利亚和菲律宾队能够照常
来华，对中国与马尔代夫队的比赛做特殊
处理。但到了31日，叙利亚队内有人经检
测发现血清指标过高，按照我们国家的防
疫要求，他们也不能入境。问题这就变得
严重了，我们面临该怎么继续举办比赛的
问题了。

31日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
才和我们团队核心人员召开了紧急会
议。会上讨论了各种方案和可能性。我
们也与有关部门作紧急沟通，但感觉困难
很大。最后亚足联说，如果你们在苏州办
不了比赛，那就转移到阿联酋去。

我们也和国际足联、亚足联做了沟
通，看能不能将比赛延期，但他们的态度
很明确：6月15日必须打完最后一场比赛，
不存在推迟的可能。摆在我们面前的只
有一条路，就是易地举行比赛。在这方
面，国际足联、亚足联和阿联酋足协给了
我们很多支持。

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此事。综合
各类情况的得失研判，总局于6月1日上午
决定转场比赛。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痛苦
的决定，但又是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因为
没有比这更妥当的方法。实际上，当时也
只有这唯一一个可操作的方案。

决定转场之后，我们立即做了三方面
的工作。第一个是球队的备战。国足原
来是按照在苏州比赛的方案备战，结果要
突然转场，整个备战计划被迫进行重大调
整。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球员和教练团
队。我们首先就和教练团队讨论，把情况

说清楚，大家取得共识，只能走这条路。
要么我们放弃比赛，要么转场到阿联酋比
赛。放弃比赛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
要迎难而上。我们和教练团队沟通之后，
教练团队中午召开全体队员会议，把这个
决定告诉全体队员，立刻做下一步转场的
备战计划。

第二个是赛事组织。虽然比赛转移
到沙迦了，但整个赛事组织仍然是以中国
足协为主。所以，包括中国队在内的所有
五支球队以及裁判官员等所有相关人士
的食宿、交通、防疫、竞赛组织全部由我们
来安排。因为比赛的权益在中国足协手
里，为此我们成立了六个工作团队，在原
来苏州赛区工作团队的基础上做了一些
整合，确保我们能够把竞赛组织、防疫安
排、球队接待、后勤保障、信号制作、转播
等一系列工作做起来。

第三件事情就是善后，因为我们球票
都卖出去了，需要处理退票等一系列问
题。我们与苏州方面共同建立了一个团
队。苏州方面为这次比赛倾注了大量心
血，做了很多工作。遇到比赛易地的变故
后，苏州方面也配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团队马上要
去阿联酋，从上海出发到迪拜，国内没有
航线，飞机怎么办？包机怎么落实？在短
短两天不到的时间把这些工作全部做完，
对我们来说挑战太大了！幸好各个部门
都比较支持，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帮我们
全力协调。民航局也很给力，很快解决了
这个问题，包括阿联酋的落地申请，飞越
国家的空域申请等。这些都是在短短的
两天时间全部办完，难度大，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们足协的工作团队两天两夜
几乎全在工作。不只是我一个人，是我们
所有的团队主要人员，每天不停处理这些
事情。

还有阿联酋的防疫情况，我们必须要
了解清楚。我们为此联系了中远集团在
迪拜的公司，请他们给我们反馈沙迦的情
况。拿到具体信息后，我们在国内再做具
体方案。我们出发的时候，对当地情况已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包括酒店预订、球场、
训练场等。我们联系的不是一家酒店，必
须是五支球队和亚足联官员的酒店。

那两天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现在
觉得确实是惊心动魄。

从5月31日到6月3号出发，留给我们
的时间不到72个小时。尽管比较艰辛，我
们还是如期完成了。我对足协团队感到
非常自豪，我们真的经受住了考验。

问：球队从苏州出发到阿联酋，然后
又回到苏州，前后经历了351个小时，惊心
动魄。当比赛圆满结束，您回到国内的时
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答：6月 17日上午团队安全返回国内
后，感觉还是非常欣慰，非常值得。尽管
我们付出那么多，还是圆满地达到了我们
预设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安全防疫，第
二个是国家队 40强赛小组出线。这是这
些年来国家队打得最好的几场比赛，我们
完成了进军12强赛的任务。

但成绩已成过去，我们现在要看问
题，要看到我们接下来面临的更大任务，
所以我们马上开了个总结会，总结成功的
方面和一些不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对接
下来的 12强赛提出了很多课题。我们要
认真研究这些课题，希望用半个月左右的

时间解答出来，为国足备战12强赛做更加
充分的准备。我们要求国家队从 19日开
始就进入12强赛备战模式，球队训练不能
因为我们到了隔离酒店就放松。

问：整个赛事仓促之间搬到阿联酋，
当时面临哪些重大困难？如何克服的？

答：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两个。一个
是球队的备战。因为原来的备战有一个
详细的计划，但因比赛易地举行而发生颠
覆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困难。
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最重要的是调
整球员的心态，让大家都能坦然面对，从
而更加激发起每一名球员的斗志。

第二个挑战是整个比赛的保障工作，
即竞赛组织和后勤保障。我们保障的不
仅是我们一支球队，还有另外四支球队，
全部相关事宜都要我们落实。这是非常
大的挑战。我们为什么去了 30个工作人
员？这 30个人是要保证这些工作全部解
决。而且给我们的时间不到 72 个小时。
72个小时之后，大家都要按部就班进入状
态。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不到 72个小时的
时间内把这些方案做全，确保可行。

问：可不可以说这样的经历是一次非
常大的洗礼，对中国足协团队的成长也是
一次激励？

答：我完全赞同这个说法。这对中国
国家队来说，对我们足协来说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突变，球队
仍然能够稳定好心态，表现出一个比较好
的精神状态。大家受到了很大的磨炼。
原来大家是顺风顺水按部就班地去做，后
来突然要转场。经历这次磨炼以后，国家
队整个团队抗压能力提升了，这本身也是
一个团队进步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问：您是怎么处理国家队的管理与服
务方面的事务的？

答：我从不干扰中国队的日常训练、比
赛。但对于球队、对于比赛我是有要求的。

我们到了沙迦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杜兆才和我就召开了球队全体会议，把
这次比赛为什么转场的前因后果原原本
本跟球员交代清楚，让大家明白，这是迫
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让大家必须安下心
来。我们把这项工作全力说清楚，把这里
的防疫要求说清楚，让每个队员都知道我
们的处境，面临什么困难，应该怎么克服
困难。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

我们跟主教练也做了几次沟通，听听
他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主教练建立他
的信心，我们和个别队员也做了沟通，这
些沟通不是具体技战术，而是沟通一种心
态，一种要求。

那么队员干什么？我跟队员讲，你们
放心比赛、安心比赛、专注比赛，防疫工作
我们一起做好。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比
赛会发生什么，当时我们给队员吃了三颗
定心丸。第一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好
防疫工作，只要按照国内要求来做，我们
一定保证每个人的健康。第二我们一定
能做好保障工作。第三我们一定确保让
大家顺利回国。

问：有报道说您让李铁多微笑，要感
染球队？

答：这是真的。因为主教练压力很
大。有人告诉我们，当知道球队要转场到
阿联酋比赛的时候，有些球员心理产生了
波动，训练受到了影响。那种情况下产生
情绪波动，是人之常情。球员不知道接下

来会发生什么，可能心里更多想着如何去
面对那些不确定因素了。这种状况就会
影响到主教练团队，李铁会有压力。所以
在沙迦时，我跟李铁讲，把所有的压力放
下来。我说我这两天看见你整天很紧张，
你看见我会笑，但给我感觉很不自然。我
说你放心地笑出来，把压力给我们，大家
共同来扛。

问：在中国队击败叙利亚队拿到40强
赛出线权以后，您在更衣室的庆祝真的太
有感染力了。当时发生了什么？

答：说到底那天真的很高兴，我觉得大
家都为胜利感到高兴，所以我也是情不自
禁。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当取得这样一个
完美、顺利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所
有人都会像我一样。

问：您在上海上港（现上海海港）俱乐
部时，可以说牺牲了俱乐部的利益，把武
磊送到西班牙踢球。现在回头来看当时
的决定，您有什么感想？

答：我现在再回想武磊这些年走过的
路，越来越感觉到武磊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的选择也是正确的。应该鼓励他走出
去。如果武磊当时没有走出去，我觉得他
现在可能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但是达不
到今天的高度。

只有一个武磊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已
经启动了计划，希望有更多的武磊走出
去。我希望在今年年内、明年年初，不是
一个、两个，而是有四个、五个武磊这样的
人走出去。

问：李铁续约的事情确定了吗？
答：李铁续约是外面的传闻。去年我

们足协一起讨论的时候，大家讲到，我们
对教练每年都有考核，都有评价。只要球
队在正确的轨道上进步，那就应该让教练
团队稳定地干下去，不要打了败仗就换主
教练。所以李铁不存在续约不续约的问
题。现在他正率领团队全力备战12强赛。

问：这次苏州比赛被迫易地举行，历
经磨难。后面的 12强赛我们计划如何确
保主场？

答：接下来的备战，我们确立了六个课
题，其中一个课题涉及主客场怎么安排。
我们希望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放弃
了主场。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防疫问
题。那要看我们国家的防疫政策和国际
足联、亚足联的怎么协调一致。这是个不
确定因素。

当然，我们要做足准备，主场能够办，
最好；如果不能办，我们怎么办？我们还确
定了其他课题，比如中国队在备战过程当
中，必须打几场有质量的比赛。因为12强
赛和40强赛绝对不一样，要有几场高质量
的比赛。这对我们备战12强赛非常重要。

问：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国家队在疫
情期间参加12强赛，肯定要对中超联赛造
成一些影响，中国足协对此如何权衡？

答：关于联赛的安排，我们要基本遵循
两个原则。第一个，联赛是中国足球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石，不能因为国家队牺牲联
赛。第二个，在国家队备战、比赛期间，中
超联赛不得不停，没有国家队球员参加的
联赛，也会失去很大的意义。今年怎样在
这种特殊情形下把中超联赛开展好，我们
正在研究三种具体方案，也要征求中超俱
乐部的意见，最终形成大家普遍接受的中
超联赛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据新华社东京 6 月 21
日电 （记者王子江）东京奥
组委21日宣布，东京奥运会
每场比赛将最多允许一万
名本土观众入场观赛，前提
是入场观众总数不超过赛
场容量的一半。

这项决定是由东京奥
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
府做出的，日本方面当天与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
会举行五方会谈时，将这一
决定通知了国际奥委会和
国际残奥委会，二者对决定
表达了支持。

东京奥组委在声明中
还说，如果奥运会前疫情加
剧，观众人数还有可能进一
步缩减，情况严重时甚至会
禁止观众入场。

6月21日，阿根廷队球员戈麦斯庆祝进球。当日，在巴西首
都巴西利亚进行的美洲杯小组赛A组比赛中，阿根廷队以1∶0战
胜巴拉圭队，晋级八强。 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摄）

6月 21日，荷兰队球员维纳尔杜姆（上）进球后庆祝。当
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的欧锦赛C组小组赛中，荷兰队以
3∶0战胜北马其顿队，晋级16强。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6月21日，丹麦队球员达姆斯高庆祝进球。
当日，在丹麦哥本哈根进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B组小组

赛中，丹麦队以4∶1战胜俄罗斯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16
强。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