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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再上领奖台
老将难说放弃

以中国奥运健儿为例，特别是对那
些有可能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取
得突破的运动员，或者希望在职业生涯
暮年再实现一次站在奥运大舞台梦想的
选手们来说，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将会让
他们有一种心灵上的震动、感慨和无奈。

相信从得知东奥会延期消息的那一
刻起 ，他 们 的 内 心 就 开 始 了 纠 结 和
抗 争 —— 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来年
的身体和竞技状态能否还能达到为国征
战的指标？

处于职业生涯暮年，几乎肯定会是最
后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有好几位。比如出
生于 1988 年的国乒队长马龙，持奥运会
男单卫冕冠军之威名，虽然已不再年轻，
但若东奥会如期举办，他依然是国乒男单
项目上的领军者。可乒乓球这个项目在
国内的竞争实在太过激烈，谁能保证延期
情况下在重新举行的“直通东京”选拔赛
中，又年长一岁的“龙队”能冲出重围？

樊振东也是参加奥运会的重要人
选，可还有稍微年轻一些的许昕，更小的
林高远、王楚钦呢。马龙如果不能经受
住延期一年的考验，难道会应验奥运会
男乒冠军无法蝉联的所谓“魔咒”？

再来看中国女排的“北长城”颜妮，
这位 1987年出生的副攻手，在 2016年里
约奥运会上为中国女排第三次赢得奥运
会冠军立下赫赫战功，并在 2019 年的世
界杯上荣膺最佳副攻称号。本来，以颜
妮目前的状态，她可以坚持到今夏为能
够卫冕奥运会冠军而战，但东奥会的最
新动态，使得多年征战伤病缠身的这位
老将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

与如日中天正处于当打之年的队友
朱婷、张常宁、袁心玥不同，届时 34岁的
颜妮还能否继续出现在奥运会的大舞台
上，真的很难预测。与颜妮遇到差不多
问题的还有 1990 年出生的丁霞和刘晓
彤，她俩也都是中国女排获里约奥运会
和 2019 世界杯冠军的功臣，一直在为自
己的最后一届奥运会而坚持。

苏炳添，1989 年出生的黄种人短跑
第一人，第一位在百米竞逐中打开十秒

大关的真正意义上的亚洲人，他的梦想
就是再参加一次奥运会。遗憾的是，现
在苏炳添的竞技状态已经在下滑，达到
奥运会参赛标准并不容易，而再拖一年
的话，恐怕前往东京的梦想真的就会变
得难以实现。

同样出生在 1989年的里约奥运会羽
毛球男单冠军谌龙也面临着抉择。作为
目前在奥运积分赛上排名最高的中国男
单选手（第六位），他可以作为中国第一
男单征战东京奥运会。赛事延期后，如
果世界羽联和国际奥委会重新修改积分
规则或是有其他的参赛资格规则变化的
话，谌龙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竞技状态不
断下滑的状态，未来的一年对于这位老
将来说也会是未知的一年。

好在，按照诸多国内运动员的职业
生涯惯例，以上提到的这些老将大多是
以 2021 年全国运动会为退役节点的。
他们在国内国际赛场上依然会有较强的
竞争力，谁也不甘掉队，谁也不会放弃自
己的奥运梦想。只要坚持训练，达到参
赛的硬性指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
是中国奥运代表团中的夺金希望所在。

竞争格局变化
对项目有利有弊

推迟一年举行奥运会，很多项目上的
竞争格局会因参赛运动员的变化而产生
或大或小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的各项
奥运会选拔赛、资格赛的日程也会产生各
种变动，很多事情都是目前难以预测。

以中国游泳队为例，原定于 4 月初
进行的全国冠军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已经
有了在 5 月重启的计划，但随着奥运会
赛期的变化，中国泳协和游泳运动管理
中心也会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新进行安
排。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中国游泳队
的夺金点主攻男子仰泳的徐嘉余（1995
年出生）、女子混合泳的叶诗文（1996 年
出生）即使到了明年他们也依然是当游
之年，叶诗文的主要对手匈牙利的霍斯
祖（1989年出生）却是又老了一岁。

中国游泳队中出生于 2002 年、2003
年甚至更晚的小花有好几位，如王简嘉
禾、王一淳、彭旭玮等，延迟一年举办奥
运会对于她们来说其实算是好消息，多

一年的磨练将为她们赢得茁壮成长的良
机。

再比如中国羽毛球队，刚刚结束的
全英赛的失利被看做是他们处于低谷的
证明，可是奥运会的延迟为国羽提供了
宝贵的时间。以国羽的底蕴，在明年奥
运会女单、女双等项目上强势回归是完
全有可能的事情，即便是男单，伤愈的石
宇奇都会迎来职业生涯的转机，或许奥
运会延期能让国羽在东京打上一场翻身
仗也未可知。

至于中国体育的传统强项跳水、乒
乓球等项目，晚到一年的奥运盛会丝毫
不会影响中国队的霸主地位，因此从纯
粹的项目竞争力方面，既然很多都无法
预知，不如保持乐观心态，继续做好训练
做好自己就足矣。

2021赛事“扎堆”
对全运会冲击大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那么在
本应属于体育小年的 2021 年，就会出现
重大体育赛事扎堆的现象。东京奥运
会、欧洲足球锦标赛、美洲杯足球赛、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等赛事都将在 2021 年

“扎堆”举行。不过，原定于 2021 年举办
世锦赛的世界田联及国际泳联均表示愿
意调整赛程为奥运“让路”。

具体到中国，2021 年的陕西全国运
动会将会在秋季举行，多项比赛对各举
办国、举办地的承办能力、运动员面临的

“分身无术”的调整能力来说，都将会是
一次重大挑战和考验。

2021 年全国第 14 届运动会虽然尚
未有具体的赛程，但是根据以往惯例，全
运会的赛期基本会定在秋季来举行。东
京奥运会延期举办，使得世界最大型的
综合运动会闭幕时间与中国最大型的体
育赛事开赛的时间间隔还不到 1个月。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全运会如果
按照现有的既定日程来进行也是不现实
的，参赛选手的水平、质量都无法得到保
障。区域服从整体，现在看来，陕西全运
会的赛程、开闭幕时间需要重新进行制
定。这同样是新冠疫情、奥运延期给中
国体育带来的一种蝴蝶效应。一切，现
在都还是未知。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中国男足 26 日在其官方社交媒体
表示，球队于 23日从阿联酋迪拜回国抵
达三亚，目前正在酒店房间内接受集体
隔离。球队全员接受了与新冠病毒相
关的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队内无
人感染。

中国男足表示，球队 23日抵达三亚
后，分两批接受了新冠病毒相关核酸检
测，并于 25 日收到三亚防疫部门告知，
全队结果均为阴性。在确认无人感染
后，球队依照当地防疫部门相关安排，
并报三亚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批
后，于 26日开始封闭性训练。在隔离期
结束前，全队还将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以确保全体人员健康安全。

3 月 3 日，中国男足在迪拜开始集
训备战世界杯预选赛，26人大名单中武
磊获批准不用参加此次集训。此后，随
着境外疫情蔓延，国际足联正式确认原
定于 3 月底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推迟，
中国队的两场热身赛也被迫取消。

3 月 21 日，中国足协确认武磊在西
班牙感染新冠病毒。由于国家队主帅
李铁曾于 3 月 2 日与武磊会面，一时间
多家媒体对中国队在迪拜的安全以及
回国等相关事宜感到担忧。中国男足
则在 22日表示，球队“一切正常，近日将
与其他队伍一起回国”。 据新华社电

据迪巴拉的女友奥里阿娜 25 日透
露，不久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迪巴
拉将于 31日再次接受检测。

目前效力于尤文图斯的迪巴拉 21
日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他和女友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目前二人均在家隔离。

奥里阿娜在介绍近况时说：“我们现
在感觉好多了，但两三天前还很糟糕。
医生建议我们多休息，并补充维生素，
他们会在 31日再次给我们做检测。”

奥里阿娜还分享了他们的感受，她
说：“有点像是流感，浑身很痛，并感到
乏力，我甚至能听到肺部发出了奇怪的
声音。我经常给自己测体温，但我并没
有发热症状。” 据新华社电

中国男足三亚隔离
无人感染新冠病毒

迪巴拉将再次
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全英俱乐部 25 日发表声明称，下周
将召开紧急会议，以决定今年温布尔登
网球锦标赛的命运。根据声明中的说
法，闭门比赛的提议已被否决，而推迟办
赛对于在草场上进行的温网来说也存在
很大困难。

声明确认，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
发，全英俱乐部还在具体评估今年赛事
可能面临的局面，包括推迟和取消。他
们表示，自 1月以来，全英俱乐部就开始
制定紧急方案，与政府和卫生部门紧密
合作，在遵循政府建议的同时了解他们
有可能采取的紧急措施。

今年的温网本计划于6月29日至7月
12日举行。此前，本应于 5月开打的法网
已宣布推迟到9月下旬揭幕。 据新华社电

温网今年咋办
下周开会决定

北京时间 3 月 24 日
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共识，东京奥林匹
克运动会举办日期推迟到 2020 年以后，

但不迟于 2021 年夏天。奥运会赛期的推迟，
将完全改变运动员的训练、备战计划和比赛节
奏。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很多年龄处于
竞技生涯“坎儿年”的运动员甚至会因此而退役，
变更人生坐标。另一方面，与奥运设项相关的
许多赛事的预选赛、资格赛，乃至热身赛的时
间计划、举办地等都会有所改变，甚至会影响
到国家的奥运奖牌战略和奥运会奖牌榜

上的国际体育格局。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命

运，也改变了体育，改变
了世界。

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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