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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代表团愿意与大家共同努力支持办好东京奥运

▲7月19日，刘诗雯（右）和许昕在
训练中。

当日，中国乒乓球队在东京体育馆
进行赛前训练，备战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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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最难猜的一届奥运
——东京奥运会奖牌榜前瞻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苏 斌 马 锴

几经波折，东京奥运会终于即将迎
来开幕的时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全球的体育赛事都受到了相当大的
冲击，在这样的冲击波下，全世界的运动
员们都面临着训练规律和比赛规律的重
新调整，挑战十分严峻。

国际赛事大面积取消，运动员们无
法按往常惯例进行备战，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预测本届奥运会的奖牌榜难度相
当大。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 100天
时，体育数据公司Gracenote发布了对本
届奥运会奖牌榜的预测。在这份榜单
上，美国以 43枚金牌、114枚奖牌继续排
名榜首，中国以 38 枚金牌、85 枚奖牌位
居次席，东道主日本将拿到34枚金牌、59
枚奖牌。

该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说：“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或许成为
最不可预测一届奥运会。这份报告总体
上基于 2016 年奥运会后运动员们的表
现，但因为疫情，这些数据的参考价值也
低于往常。”

整体上看，作为国际体坛的传统强
国，美国的实力依然雄厚。13日，美国代
表团公布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 613人名
单。这一参赛规模仅次于美国主场作战
的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成为美国参
加奥运会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代表团。

在这个阵容中，193人此前有过奥运会参
赛经历，其中不乏菲利克斯（田径）、施密
特（游泳）、莱德基（游泳）等名将。除了
在传统的田径、游泳等项目上继续保持
强势以外，美国还在体操、自行车、击剑、
网球等项目上拥有很强的实力，此外，广
受关注的美国男篮此番也组建了一套拥
有杜兰特、利拉德等美职篮球星的强阵，
向着连续第四次夺得奥运冠军的目标发
起冲击。不出意外，美国依然最有希望
夺得奖牌榜首位的位置。

中国代表团此次派出总人数为 777
人的代表团，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加
奥运会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代表团中
的431名运动员将参加30个大项、41个分
项共 228个小项的比赛。跳水、举重、乒
乓球、羽毛球、射击、体操是中国军团在奥
运会上的传统优势项目，目前这“六大王
牌军”总体而言保持了较高水准，在东京
奥运会上他们仍是中国军团争金夺银的
中坚力量。此外，在田径、游泳、跆拳道、
击剑、水上等潜优势项目上，运动员们的
表现对于奖牌榜座次也至关重要。

日本奥委会宣布成立由 582名运动
员组成的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奥运代
表团。作为东道主，日本原计划在东京奥
运会上的目标是赢得 30块金牌，这将超
过此前16块金牌的奥运最佳战绩。日本
代表团分别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赢得过16块金牌。上届
里约奥运会，他们赢得12块金牌。

尽管在奥运会开幕前调低了夺金预
期，但日本队在包括乒乓球、羽毛球在内
的一些项目上是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
手。本届奥运会乒乓球新增混双，该项
目将产生乒乓球首枚金牌，并且每个协
会只能派一对组合参赛，在心态方面有
可能对各支队伍接下来的奥运征程产生
重要影响。水谷隼/伊藤美诚是国乒混
双组合许昕/刘诗雯的一大劲敌，此外近
几年成长迅速的伊藤美诚与张本智和将
在单打项目上向中国队发起挑战。羽毛
球项目上，近几年日本队女双强势崛起，
高桥礼华/松友美佐纪在里约为日本羽
毛球赢得了奥运首金。高桥礼华退役
后，福岛由纪/广田彩花以及松本麻佑/
永原和可那承担起为日本女双守住这枚
金牌的任务。

本届奥运会新增大项也是日本争夺
金牌的“富矿”，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
和空手道等5个新增大项中，空手道和棒
垒球均是日本的强势项目。

俄罗斯奥委会 6 月底确定了一份
335名运动员的参赛名单。俄罗斯奥委
会主席波兹尼亚科夫透露，这比里约奥
运会多出 50人，他还希望能在上届奥运
会奖牌榜第四的基础上排名有所提升。
根据去年底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

俄罗斯不得以国家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
在内的未来两年的国际体育大赛，但俄
罗斯选手个人依然可以以俄罗斯运动员
身份参加这些比赛。

相比较上一届奥运会，英国的实力
有所下降，以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主力队
员为班底的阵容出现了一定的老化，但
其底蕴依然深厚。

由于荷兰选手近年来在自行车、帆
船帆板等项目上的出色发挥，荷兰成为
本届奥运会值得关注的一支新兴力量，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上届奥运会位居奖
牌榜前十行列，这几支传统强队也都有
着各自优势项目，不出意外依然将占据
奖牌榜前十的位置。

据澳大利亚奥委会介绍，东京奥运
会澳大利亚代表团共有运动员488名，代
表团规模在该国奥运参赛史上排第二。
代表团团长伊恩·切斯特曼表示，这届奥
运会对选手们来说将是运动生涯特殊的
一届，为帮助他们减压和静心备战，代表
团不设奖牌目标。

总体而言，本届奥运会各代表团对于
参赛目标都显得十分低调，这也为奖牌榜
预测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不过，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不确定性也是体育比赛魅力
的一部分，“最难猜”未必就“不精彩”。

东京奥运，群雄逐鹿，一场大戏即将
上演。 （据新华社东京电）

▶7月19日，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抵
达东京成田机场。

当日，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
代表团部分成员抵达东京。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新华社东京 7 月 19 日电 中国体育
代表团秘书长 19日表示，中国体育代表
团正按计划陆续抵达日本参加东京奥运
会，中国方面愿意与大家共同努力，支持
日本共同办好本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强调，中国
体育代表团感谢日本方面为成功举办东
京奥运会做出的艰苦努力，在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仍在流行这种特殊情况下，东

京奥运会组委会和日本各方在国际奥委
会、世界各国家和地区支持下，克服重重
困难，竭尽全力做好奥运会各项筹办工
作，为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体育健儿实现
奥运梦想搭建精彩舞台，非常不易。

中国体育代表团近日已有帆船、帆
板、赛艇、乒乓球、射箭、女足、拳击、曲
棍球、网球、羽毛球、马术、体操、跆拳
道、射击等多支队伍及先遣组 250 多人

抵达日本。这位秘书长介绍，代表团抵
达日本后，切身感受到日方为参加奥运
会各代表团提供衣食住行等各项服务
保障做出的努力，运动员、教练员、工作
人员都感受到了组委会工作人员、志愿
者的热情友好，奥运村干净整洁，运动
员餐厅食品供应丰富可口卫生，“我们
对东京奥运会组委会的组织工作表示
肯定”。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重申，代表
团将认真遵守、严格执行东京奥运会组
委会疫情防控等各项规定和要求，与世
界各国家和地区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
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全力支持、配合
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办好本届奥运会，
让全世界青年们在奥运会舞台上展现
自己的风采，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应有
的贡献。

这是7月19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拍摄的北京2022年冬
奥会倒计时牌。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
200天。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7月19日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日子，北
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研究团队和往常一样，依旧忙碌着。
他们计划在做好体育风工程研究的同时，加强与国家集训队
的交流，用科技助力冬奥。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巴赫：国际奥委会即将全面
聚焦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东京7月19日电
（记者姬烨、王沁鸥）北京冬
奥会倒计时 200 天之际，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回答新华
社记者提问时表示，国际奥
委会将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全
面聚焦北京冬奥会。

受疫情影响，延期一年
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将于 23
日开幕，结束后距离北京冬
奥会开幕只有6个多月。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
作是与东京奥运会并行的。
当前，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筹

办东京奥运会，与此同时，我
们也在准备在北京、巴黎、米
兰/科尔蒂纳丹佩佐等地举
行的奥运会和冬奥会。”巴赫
在日前召开的国际奥委会执
委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现在，我们的重心是东
京奥运会，之后，我们将全面
聚焦北京冬奥会。我们将把
东京的经验传递给北京，而
与东京奥运会相隔 6个月的
北京冬奥会，也将从全球对
奥运的高关注度中受益。”巴
赫说。

“娃娃学游泳”公益活动开班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

璋 实习生徐玉婷）7 月 15
日，2021 年南昌市“娃娃学
游泳·体彩来买单”免费游
泳培训公益活动在昌南体
育中心正式开班。

据了解，今年的活动计
划培训 5600 人，主要针对
10 周岁儿童开展。此外，

活动还对特殊人群给予关
爱，将优秀共产党员子女、
现役军人子女、医务人员
子女、外地来昌务工人员
子女、南昌 SOS 儿童村孩
子、太阳村孩子、服刑人员
子女等纳入“爱心班”，年
龄可以放宽到 9 周岁至 14
周岁。

江西选手获中网巡回赛长沙站男双冠军
本报讯 （李征 实习生

苏健）7 月 19 日记者从省体
育局获悉，我省运动员吴昊、
肖霖昂在中国网球巡回赛长
沙站男子双打决赛中以5∶7、
7∶5、14∶12 的比分战胜对
手，这是江西男子选手在国
内最高水平网球赛事首次夺

冠，郑妩双联袂北京选手丰
硕惜败获得女子双打亚军。

吴昊、肖霖昂自今年日
照站开始搭档，吴昊拥有身
高优势，发球势大力沉，肖霖
昂在网前的表现则非常灵活
多变，这对组合在每次赛后
都认真总结，配合逐渐默契。

南非男足21名新冠密切
接触者在奥运村隔离

据新华社东京7月19日
电 （记者叶佳）东京奥组委
在 1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确认，南非男子足球队有
21 人被确定为新冠密切接
触者，目前正在奥运村各自
房间内接受隔离。

东京奥组委新闻发言
人高谷正哲表示，这 21人为
南非男子足球队此前确诊
新冠阳性的两名队员的密
切接触者，“他们中大多数
是球员”。高谷正哲没有公
布密接人员中球员和官员
的具体人数。“组委会为他
们提供饮料和食物，要求他
们留在各自房间接受隔离，
同时每天进行核酸检测”。

18日晚间，南非奥委会
官网发布声明说，2 名足球
队队员、1 名足球队官员以
及 1名橄榄球队教练在日本
新冠检测中呈阳性。

在被问到密接人员何

时能离开房间进行训练时，
高谷正哲一再强调，密接人
员想要恢复活动，首先需要
确保满足所有条件。至于
何时能恢复训练，则需要奥
组委、南非奥委会以及相关
各方共同协商做出决定。

根据赛程安排，南非男
子足球队将于 22 日与日本
队进行第一轮小组赛。按
照奥组委的防疫规定，密接
人员如满足一定条件，包括
住在单间、在房内进餐、乘
坐专用交通工具及每天接
受核酸检测等，并且在比赛
开始前 6小时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则可以上场参赛。

东京奥组委 19 日还公
布，3 名奥运会相关人员感
染新冠肺炎。自 7月 1日以
来，除参加集训先期抵达日
本的运动员外，与奥运会相
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
计已达5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