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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为期 4 年的东京奥运周期
比作一场百米赛跑，当史无前例的延
期决定传来时，运动员们其实已跑过
70 米，来到冲刺的最后关头。
运动员竞技周期的“生物钟”被打
乱，教练员精心安排的训练计划包括
自己的工作合同得重来，几乎所有大
赛档期和商业赞助都要调整……面对
突如其来的奥运会“急刹车”，如不妥
善谋划、科学应对、精准施策，意外增
加的一年备战时间并不一定与竞技水
平提升正相关。
对此，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召开视
频研讨会，多位体育领域专家学者、资
深媒体人在会上分析了东京奥运延期
为我国奥运备战工作带来的影响，并
提出应对策略。

警惕“引而不发”的心理波动

几乎所有与会专家均表示，应密
切关注东京奥运会延期对运动员、教
练员造成的心理影响，最忌备战心态
由紧绷而突然松弛，或因延期而导致
焦虑。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指出，
由于以往瞄准 2020 年 7 月的训练节奏
和心理建设被打乱，运动员、教练员处
于精神紧绷状态下的情形还将延长一
年，可能反而导致思想上倦怠、松懈。
“尤其是疫情期间老闷在一个地方训
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心理压力、精神
负担、家庭团聚渴望等负荷叠加，容易
产生思想疲惫或焦虑情绪。”
但长期保持思想上的“弓弦饱满”
并非易事，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
表示，备战需要有张有弛，如果思想上
的松紧调节不好，可能会严重影响运
动员的训练备战效果。
对此，钟秉枢建议加强对运动员、
教练员及其家庭的慰问，丰富活动安
排，可考虑放假半个月到一个月，减缓
他们的心理压力和思想疲劳。另一方
面，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也十分必要，
南京体育学院校长杨国庆就建议各运
动队聘请心理学专家，设置针对性的
心理调节方案，为运动员、教练员的压
力疏导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服务。
此外，由于疫情扩散和奥运延期
导致的连锁反应还在发酵，一些“杂
音”对备战士气或将产生持续干扰。对
此，温州大学教授易剑东认为，接下来
的备战心理建设应基于最坏的预期，
如疫情长期存在，东京奥运会或仍无
法以“完整”形式举办，不排除代表团
减少、观众兴趣减弱等可能性。

把握新老交替的利与弊

不少与会专家指出，对高水平运
动员的选拔和培养以及竞技状态调节
均有周期性，这一节奏与奥运周期高
度吻合，而当东京奥运会推迟，一些为
“2020 代际”打造的运动员很可能将错
过其生涯巅峰时刻。
根据杨国庆提供的数据，我国蹦
床、体操、羽毛球等多个夺金夺牌的重
点项目已进入新老交替期，17 个项目
中 30 岁以上运动员达 31 人。他表示，
队伍大龄化不仅可能导致伤病增多，
在竞技状态的延续等问题上也面临多

重考验。
钟秉枢也认为：
“ 一些年龄上接近
退役边缘的运动员，在延长的一年内
的伤病防治、体能保持、家庭关系等都
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已婚、已育的
队员，他们面临挑战更大、压力更大，
但运动水平提升的可能性则不大，多
维持一年的高水平非常不容易。”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东京奥运的
延期为一些“新人”，以及带伤恢复或
复出参赛的选手提供了更充裕的准备
时间。
“所谓‘新人’，其实是指在短期内
能争取奥运资格或提高成绩的比较成
熟的运动员。”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
波指出。包括杨国庆和刘波在内的多位
专家认为，
在接下来一年的队伍选拔工
作中，
各项目要围绕如何让优秀运动员
成功突围并以最佳状态参赛做好科学
考量，统筹分配奥运参赛名额，确保挑
选综合实力最强的运动员参赛。
对一些坚持训练备战，但职业生
涯很可能因奥运延期遭遇变故的老运
动员，刘波表示，既要充分了解他们的
身体和竞技状态，更要了解其心理状
况，早做思想工作，并给予实际的鼓励
和补偿。
首次入奥的攀岩、滑板、冲浪等新
项目将是东京奥运会的一大特色，杨
国庆等专家指出，对于接触此类项目
时间较短、经验较缺乏的我国选手而
言，多出的一年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准
备时间，将有助于缩小同世界领先选
手之间的差距。

针对不同项目的不同打法
东京奥运会的突然延期对各运动
队原有的备战计划均造成了影响，但
不同类型项目受到的冲击又有所不
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多位专家认为，多出的一年时间
对各运动队充实体能储备、磨砺技术
细节而言总体利好，同时有助于解决
在奥运备战冲刺阶段中刚刚暴露出的
关键问题。
不过，正如钟秉枢指出，由于疫情
导致全球赛事持续停摆，对抗性项目
队伍减少了“以赛代训”、了解对手的
机会，集体项目队伍也可能因缺乏实
战而降低默契程度。
对此，著名体育社会学学者卢元
镇建议，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应
与各单项运动协会尽快制订未来一年
的竞赛计划，促进“以赛代训”。他强
调，要继续加大科学训练的投入，提升
“训练效率”的意识。易剑东则强调，要
强化管理各要素的贯通，体育总局、竞
体司、训练局、项目中心／协会、运动
队（员）要明晰愿景使命目标、确保责
权利统一。
杨国庆也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国
内各项目协会、地方体育资源，开展不
同地域和级别的对抗赛，同时加强各
运动队队内模拟赛的组织，弥补因疫
情导致赛事不足的问题。他和钟秉枢
还设想了类似比赛的细节——必须尽
可能地模拟奥运赛制、环境。
许基仁则认为，由于不同项目情
况可能差别很大，备战方案务必精准
施策，不要一刀切。要信任各项目中
心、运动协会以及教练员和运动员有
强烈的事业心、足够的专业能力和经

验，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
甚至鼓励他们根据项目不同特点制订
各自的训练和备战计划。
备战周期延长、训练计划重整，也
使得备战经费成为一大现实问题。刘
波指出，国家加大投入和保证原有商
业赞助合同的执行，是保障备战经费
充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国家投入需
要体育总局统一规划，各项目商业赞
助合同的执行也需要体育总局介入。”
刘波预估，单靠各运动队的力量可能
较难解决相关商业赞助问题，因此呼
吁总局及时施以援手。
卢元镇、
易剑东还强调了
“信息战”
的重要性。卢元镇提醒说，要充分掌握
国际体育信息，
并及时传达到各运动队
手中。对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
织以及东京奥组委做出的各项调整性
决定，要准确做出回应。易剑东则建议
成立特别信息小组，
通过个人自媒体等
渠道收集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对手的
信息并做出分析研判。他还强调要加强
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密切沟通，
确保中国运动员至少在后续的资格赛
和落选赛规则上不吃亏。

做好赛事扎堆的“选择题”
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体育大赛，
奥运会延期对全球赛历的影响牵一发
而动全身，尽管大多数单项比赛和综
合性运动会已重新择期为延期后的东
京奥运“让路”，但赛事间隔的缩短和
体能恢复期的客观存在，使得相关利
益群体面临若干道
“选择题”
。
“比如全运会首次和奥运会同年
举行，奥运和全运之间还有成都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大赛如此密集，全国一
盘棋应该怎么下？”
《人民日报》体育部
主任薛原点出了这个棘手问题。
影响这些选择的因素包括许多具
体的利益取舍，正如钟秉枢所说：
“现
实情况是，一些项目在全运会上的获
胜奖励优于在奥运会上的获胜奖励，
一些省份教练员、运动员参与世锦赛
的表现与绩效收入挂钩。”他的担忧在
于，这些政策如不调整，将对奥运参赛
选手产生负面影响，对教练员、运动员
产生不公平现象。
对此，钟秉枢建议一方面要尽早
确定陕西全运会具体日期和规程，另
一方面则需完善全运会奖励政策，支
持和鼓励各省调整教练员、运动员绩
效分配政策，以支持他们集中精力完
成好奥运备战参赛任务。
“奥运选手全运亮相，既要考虑地
方体育局的实际利益关切，也可以考
虑如何延续他们在奥运会上产生的人
气流量，
做一些创新安排。”薛原说。
从更长远来看，
“ 扎堆”的比赛也
不仅限于 2021 年，这无论对于运动员
还是体育管理部门而言都是重大挑
战，
对困难要早做
“预习”
。
“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举办
时间相隔不到 180 天，如此高强度的备
战、征战和保障工作可能导致各级备
战系统措手不及，对我国备战和协调
工作带来较大困难。”杨国庆指出。
对于看似更遥远的 2024 年巴黎奥
运会，他也建议体育总局和运动队要
提前做好备战规划，应对好奥运周期
被打乱导致的节奏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等大型体育活动
和聚集性活动将暂停恢复

当奥运遭遇
“急刹车”
中国队如何备战？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 电 记 者 13 日 从 教 育
部获悉，为减少人员聚集
和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的
风险，教育部近日印发通
知，要求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暂停恢复学校体育单项
赛事、综合性运动会等大
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
动，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
要针对疫情防控要求，统
筹调整年度体育教育教
学、运动训练与学生锻炼
活动计划，合理制定教学
组织实施方案。同时，充分
利用网络平台，深入推进
学校体育教学改革，聚焦
“教会、勤练、常赛”目标，
不断丰富学校体育教学、
训练、竞赛等组织形式，减
少人员聚集，帮助学生通
过体育锻炼“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
。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建设以快补晚
力争如期完工

据 新 华 社 石 家 庄 4 月 13 日 电（记 者
杨帆 秦婧）记者日前采访了解到，近一个
月时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在建项目
复工量超过半数，各个施工单位正加班加
点、以快补晚，力争确保冬奥建设项目高质
量如期完工。
太子城冰雪小镇项目是 2022 年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重点工程，总占地面
积2．
89 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达 120 万平
方米，涵盖了冬奥颁奖广场、国际会议中
心、冰雪特色配套区等建设内容，冬奥会期
间 51 块金牌将在小镇的颁奖广场颁发。
“项目复工后，我们严抓生产和防疫，
一点都不敢松懈。”建设方中赫太舞（张家
口崇礼）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工程总监许宝
强说，项目通过分区管理，避免了工人大范
围流动，并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方案部署了
健康监测、消毒、餐饮保障、交通限制和实
名制管理等措施。
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冬奥保障项目
也在加速推进。位于张家口市经济开发区
的河北华奥医院项目，是北京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 76 个冬奥保障项目之一，冬奥会期
间这里将承担运动员、游客的创伤急救、重
症医疗、中转服务等保障服务，是今年最早
复工的项目。
据了解，张家口赛区 76 个冬奥保障项
目目前已完成 36 个，其余 40 个项目根据
建设工期及疫情防控形势，均已有序稳妥
复工建设。包括核心区项目在内的所有项
目都将在 4 月实现复工，并于今年全部完
工。

皇家社会俱乐部放弃
让球员重返训练场的计划
据新华社马德里 4 月 12 日电 在西
班牙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西甲皇
家社会俱乐部宣布放弃允许球员在训练场
上单独训练的计划，并表示球员们将在家
进行体能训练。
皇家社会俱乐部于 12 日表示，球员将
继续在家训练，并重申从未打算让球队恢
复完整训练，因为那样会使球员们发生密
切接触带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