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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来处理东京奥运会延期事务的
“特别计划部” 26 日正式成立，东京奥组
委主席森喜朗在首次会议上说，重新启动奥
运会是“空前的挑战”，他也相信所有人能
够迎难而上。

这位 82 岁的日本前首相说：“你们将
会遇到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我相信
你们会勇敢面对这些困难，这是我们面对的
非常艰难的任务。”

“特别计划部”即日起开始处理奥运会
推迟之后所有的善后问题，这个部门以奥组
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为首，下面有 30 名
部门主任。

武藤敏郎在会议上说，奥运会延期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接下来善后工作
的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

摆在武藤和他的团队面前的，有“数千
份合同”需要处理，涉及的领域包括票务、
安保、场馆设施、商业开发、住宿、奥运村

和交通等，还有近 10 万从百万申请者中挑
选出来的志愿者。当然还要和各个利益相关
组织打交道：转播商、赞助商、国际奥委
会、单项体育组织等。

他说：“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将经受怎
样的考验。”不过他也表示：“我们必须一
步一步地来，以保证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能解
决掉。”

武藤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尽快
确定奥运会新的开幕和闭幕时间。“我们必
须尽快决定时间，否则其他的事情都很难确
定。”

他还说：“我们必须要经受住这次考
验，确保奥运会和残奥会圣火能够于明年在
东京点燃。这是我们的使命。”

森喜朗也表示，尽管这一切重启任务没
有最后的期限，但他希望“所有的事情越早
决定越好”。

“憋了这么长时间，终
于可以游泳啦！” 60 多岁的
龚先生成为西湖区文体中心
鹏之星游泳馆第一个进场的
顾客。随着首批游泳馆恢复
对外营业，杭州健身场所复
工中的一块“硬骨头”终于
被啃下了。

记者 26 日在游泳馆看
到，泳池里游泳爱好者在畅
游，泳池外工作人员在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一切都井然
有序。和往常不同的是，游
泳馆闸机前需进行信息实名
登记，方可入场。进泳池
前，还需测量体温、确认健
康码。原本最多可同时入场
400 人的游泳馆，疫情期间
同一时间段进馆人数也被限
制在 150 人以内。

鹏之星游泳馆负责人徐
志献介绍说，为了让游泳馆
能尽早复工，他们很早就开
始着手准备了。“我们所有
人 3 月 1 号到岗，然后分批
对泳池池壁、池底进行深度
清洁工作，更衣室、休息区
域里的躺椅、门窗、把手全
部进行消毒。然后将水池蓄
满水，进行升温，让水温保
持在 26 摄氏度以上。”

3 月 21 日，杭州发布调
整疫情防控通告，包括室内
外场馆在内的众多公共和经
营场所，在加强通风换气、
清洗消毒，合理控制场所内
人员数量，落实对员工健康
监测和内部管理措施的前提
下，即日起可恢复对外开
放，杭州市体育局随后也发

布了经营性游泳馆复工复产
的指导意见。

“收到通知后，我们很
快便做了相应的部署，除了
限制人数外，泳池地面每两
小时进行一次消杀，更衣室
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消毒、通
风，保证衣柜每使用一次就
立刻杀菌消毒，泳池水每 4
小时过滤一遍以确保各项指
标合格。”徐志献介绍说，
恢复营业三天以来，每天来
游泳馆的总人数也由第一天
的 1 3 3 人次上升到现在的
200 多人次，基本和往年同
期持平。

据了解，除了首批对外
开放的几家游泳馆外，杭州
主城区内的多个公共游泳场
所在 3 月底前都将陆续恢复
营业。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
协会统计显示，目前杭州市
民营体育健身场所复工率已
经达到九成，除体育教育企
业和竞赛表演类企业还未完
全复工外，健身、游泳、篮
球、足球和羽毛球等室内外
场所，在做好相关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均已逐步恢复正
常。

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
会会长朱明虬表示，虽然目
前九成民企体育健身场所已
经开放，但企业还处于复工
不复产的状态，而且还有部
分企业因资金压力等原因出
现关店等情况，协会会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全面复产
工作，提振企业信心。

据新华社

东京奥运会开始漫漫重启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东京奥运会
正式宣布延期举办，包括奥运冠军在内的很
多运动员在疫情期间除了要保持运动状态
外，还要发愁和赞助商签下的各种合同。

美国田径选手克劳瑟曾在 2016 年里约
奥运会上获得男子铅球冠军，今年原本志在
卫冕，但是东京奥运会推迟举行，让他突然
要为自己的生计担忧。在 25 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克劳瑟说：“目前合同的确成为一个棘
手的问题，赞助商给我的合同只到今年。但
是如果延期举行，我现在就需要说服赞助
商，我一年以后还可以把铅球推得很远，我
依然有资格重新签一份合同。”

“现在疫情到处肆虐，我被困在家里，
但是我真的不能整天躺在沙发上，我有一堆
事情需要善后。赞助商对我很重要，我的收
入绝大部分来自赞助商。”

像克劳瑟这样签约到奥运年的运动员不
在少数，他们都必须和自己的赞助商重新谈
判，而赞助商方面也会“精打细算”，研究
重新签约是否值得。

在亚特兰大工作的体育经纪人多伊尔为
50 位运动员运作合同事宜，据他估计，其
中大约有 40 人由于奥运会延期而需要重新
和赞助商签约。多伊尔表示，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赞助商和运动员之间的合同顺延一年，
但实际情况却很复杂。

多伊尔说：“有些运动员在 2019 年就
很火，对于他们而言，和赞助商重新签约就
比较有优势，还有很多运动员则需要在今年
为数不多的比赛中继续证明自己，但是在目
前的情况下非常困难。”

多伊尔表示，由于疫情的蔓延，今年到
底还有多少比赛可以打并不确定，而且赞助
商也因为疫情的原因收入大减，就算赞助商
和运动员关系不错，也必须考虑运营成本。

另一位业内人士利夫也表示，赞助商不
得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已经给运动员付
了钱，但运动员却没有在今年出现在奥运赛
场上。“赞助商们或许会去翻看签下的合
同，看看哪个条款可以让他们减少损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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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疫情的爆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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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俱乐部表示，根据
他们目前从卫生部门得到的
建议，留给他们举办温网的

时间十分有限。“由于我们
场地的特质，推迟比赛不可
能没有显著的风险和难度。
闭 门 比 赛 则 已 被 正 式 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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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俱乐部主席刘易斯
说：“新冠病毒危机带来了
不可预测的挑战，仍在通过
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继续影
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心
一直与英国以及全世界受影
响的人同在。现如今最重要
的考虑只有一个，那就是公
共健康，我们决心负责地行
事，做出我们的决定。”

据新华社

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
透露，国际奥委会正在与各个单项体育联合
会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协商，希望明年的奥运
会能够在 7 月到 8 月间举行。

科茨是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电话采
访时作上述表示的，作为国际奥委会资深委
员，科茨透露，各方有望在四周内敲定最终
的奥运会开幕时间。

来自澳大利亚的科茨还说，奥运会应当

在明年 7 月 10 日结束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
赛和 8 月 30 日揭幕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之间
进行。

科茨的说法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前一
天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信息有所不同，巴赫当
时说，国际奥委会并未排除奥运会在其他季
节举行的可能，因此很多人甚至期待 3 月底
到 4 月初举行的“樱花季”东京奥运会。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东京奥运会推迟 奥运冠军发愁赞助

杭州九成民营健身场所

恢复正常运营

今年温网何去何从？

下周开会决定

科茨：国际奥委会希望东京奥运会

在 2021 年 7 月到 8 月间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