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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做事一向很认真，注
重细节追求极致。上一次东京奥运会是在
1964 年，日本在各方面都收获颇丰，金牌榜上
也仅落后于美国和前苏联高居排行榜第 3。
半个多世纪后，他们再次给自己制订一个“小
目标”
，非常正常。
没关系，中国有句老话，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在亚洲独孤求败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怕这
样的竞争与挑战。体育运动也正是在这种竞
争与挑战中，得以“更快、更高、更强”。顺便
说一下，20 日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表决通
过,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原有的“三更”之后，
再加入
“更团结”
。 （长江日报记者傅岳强）

最不可预测的一届奥运会

中国队金牌总数面临东道主极大挑战

7 月 18 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准备迎战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 23 日就要开幕。历届奥运
会，奖牌榜都最受关注。从近几届的情况看，
已逐渐形成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四强争霸
之势。但本届奥运会，这种局面很可能被打
破，最有力的冲击者将是东道主——日本。
自新中国成立，1984 年参加奥运会以来，
中国体育已跻身世界前列，
并稳坐亚洲第一的
位置多年，将日本远远甩在身后。不过，本届
奥运会在日本举行，作为东道主，日本队信心
满满，憋足了劲要利用主场之利，在金牌数上
赶超中国。日本奥委会已经宣布，
要在本土拿
下 30 枚金牌，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中国队上届
里约奥运会的 26 枚。因此，东京奥运会，中国
队将面临极大挑战。

最不可预测的一届奥运会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时，著
名体育数据公司格雷斯诺特发布了对奖牌榜
的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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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第三。
事实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的体
育赛事近两年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全世界的
运动员都面临着训练规律和比赛规律的重新
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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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斯诺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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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预测的一届奥运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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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从这个预测中还是可以看出，
东道主日本队的上升势头最为强劲，也是被普
遍认可的。

中国队有“隐忧”
本次奥运会，中国派出了总人数为 777 人
的代表团，是境外参加奥运会规模最大的一
次，431 名运动员将参加 30 个大项、41 个分项
共 225 个小项的比赛。
人数虽然众多，但必须承认中国军团内部
存在着一定“隐忧”。众所周知，历年征战奥
运，中国素有六大“金牌梦之队”护航，即乒乓
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和体操。以里约
奥运为例，26 金中有 19 金来自这六大项目，占
比高达 73%。
5 年过去了，如今六大“金牌梦之队”仍
保有绝对领先优势的仅剩乒乓球、跳水和举
重。其中乒乓球和跳水的目标都是包揽全部
金牌。因规定限制，中国举重队只能派出 8
人参赛。如果发挥正常，确保连续 5 届奥运
均有 5 金入账的纪录是很有可能的。这三项
算起来为 18 枚，这就是中国代表团此次参赛
的底牌。
羽毛球、体操和射击三项上，由于人员更
迭、新老交替等原因，以前比较有把握的项目，
可能需要持续的神勇发挥再加上一点运气才
能夺金。比如此次中国射击队派出了一批极

年轻的队员参赛，其中包括 6 名“00 后”选手。
年轻选手水平高有冲劲，
但能否承受住奥运大
赛的压力，做到心如止水还需现场检验。
此外，中国队历届在赛艇、游泳、柔道、摔
跤、跆拳道、拳击等项目上总是东方不亮西方
亮，时有金牌入账。再加上志在卫冕的女排，
中国选手在东京拿下 30 枚左右金牌不奇怪。

日本队实力不可低估
上届奥运会，日本取得 12 金。而在这个
奥运周期，日本选手进步迅猛，完成 30 枚金
牌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从近几
届奥运会数据分析，在正常情况下，东道主
的金牌涨幅一般都能超过 60%，这是普遍规
律，有些国家甚至超过更多。日本这几年在
竞技体育领域也实施举国体制，投入巨大，
进步很快。
本届奥运会，日本组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
代表团，共有 582 名选手，超过了中国队的 431
人。除了传统的柔道、摔跤、游泳、体操等优势
项目，在本届奥运会的项目设置上，日本作为
东道主做足了文章，可谓
“量体裁衣”。新增的
项目包括棒垒球、空手道、攀岩、冲浪及滑板等
五大项。这五项对日本队来说都是优势项目，
对中国队来说却是弱项，
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压
力可想而知。
此外，近几年日本队在网球项目上也取得
突破。四次大满贯得主、现世界排名第二的大
阪直美从小生活在美国，
但她选择了为日本出
战，是东京奥运网球女单金牌的头号热门。

次核酸检测。
出国前的 96 小时和 72 小时，记者按要
求在武汉先后完成了两次鼻咽拭子的核酸
检测。18 日下午 1 时许，也就是记者在上海
已经换完登机牌即将登机时，奥组委再次发
来邮件告知入境后进行核酸检测的详细要
求：抵达当天，在机场完成一次检测；抵达东
京后在酒店隔离的 3 天，每天都要接受检
测。邮件里有一个预约小程序，但只能预约
21 日以后的检测，之前的预约名额全部已
满。另外，还留了一个日本的电话号码，要
求提前一天且要在 20 时前拨打该电话预约
核酸检测。
18 日下午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后，记者顺
利完成了唾液检测，并拿到阴性证明。等完
成各种入境、注册手续，最后抵达媒体酒店
收拾妥当，已经到了当地时间 19 日凌晨，自
然错过了预约 19 日检测的时间。
于是，19 日下午，记者早早地请求入住
酒店的志愿者，帮我们与组委会相关部门取
得了电话联系。说明情况后，对方让我们留
下了姓名、酒店地址等信息，并表示会用邮
件来告知进度。可等到了 20 日，记者没有
收到回复邮件，也没有见到前来送检测试管
的工作人员。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就变得有些尴尬

了。显然，如未按规定进行检测，有可能会
给后续的工作带来麻烦。于是，20 日下午，
我们再次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这次，对
方答应会在 21 日派人到酒店来进行检测。
21 日是记者在酒店隔离的第 3 天。全
天，记者都在焦急地等待检测人员的到来，
可一直等到晚上 7 时，检测人员也没有来。
在与媒体酒店志愿者的沟通中，他们说，可
能是这几天需要检测的人数太多，相关部门
有点忙不过来了。不过在主新闻中心
（MPC）设有检测点，如果急着检测，也可以
乘坐媒体大巴前往。但这显然是违反防疫
手册上再三强调的隔离政策。记者担心的
是，如果为了检测，在隔离期间外出，会不会
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以致影响接下来的工
作呢?
22 日，3 天隔离期满。虽然没完成规定
中的检测，但记者无奈之下也只能决定，22
日一早，乘坐指定的媒体大巴前往 MPC，在
那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长江日报特派记者张琳 发自东京）
右图：
奥运会即将开幕，
东京街头市民很
平静。
长江日报特派记者张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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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比拼决定走势
欧美选手实力强劲，
但与中国选手之间基
本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而中日选手恰恰要
在多个项目直接比拼。尤其是在乒乓球、羽毛
球项目上，日本选手是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
手。
本届奥运会，乒乓球新增的混双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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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水谷隼/伊藤美诚是国乒
混双组合许昕/刘诗雯的一大劲敌。而在女单
和男单项目上，近几年成长迅速的伊藤美诚与
张本智和，都具备了挑战中国选手的实力。
羽毛球项目上，近几年日本队女双强势崛
起，高桥礼华/松友美佐纪在里约已为日本羽
毛球赢得了奥运首金。高桥礼华退役后，福岛
由纪/广田彩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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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单方面，
日本名将桃田贤斗迅速崛起，
已呈打遍天下无
敌手之势。桃田贤斗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是本
届奥运会的头号种子。中国男单头牌谌龙虽
是里约奥运冠军，但毕竟又大了 5 岁，实力下
滑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世界排名仅第五位。
自 1984 年以来，中国体育已稳坐亚洲第
一的位置多年。但客观来讲，本次在东京，中
国并没有绝对优势在金牌和奖牌数上压制住
日本。双方最后成绩有可能相当接近。而中
日选手的直接比拼，胜负得失此消彼长，将直
接决定两国最终在金牌榜上的位置。
（长江日报特派记者张琳 发自东京）

按规定白等了两天 说好的核酸检测呢
这几天日本电视台主要关注的新闻有
两个：疫情和高温。奥运会的新闻也不是不
播，但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国民狂热
的棒垒球上。
有关疫情的新闻是滚动播出，随时打开
电视，看到的都是各种数据，看得出来整个 7
月确诊病例较之 6 月有明显的上升。
高温据说已造成了数百人中暑，但作为
一个武汉人，体感还好。可能就是正中午太
阳最大的时候有点热，但远不到要中暑的地
步，当地天气预报最高气温是 34℃。可能对
日本人来说，有些难以忍受。
疫情当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随着大
量外国运动员的到来，本届奥运村也陆续出
现了核酸检测阳性的例子。目前已经有两
名运动员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被迫选择退出
比赛。
此次东京之行，记者早已经做好了各种
物资和心理上的准备。但计划没有变化快，
有的事情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令圈在酒
店里隔离的记者感到无可奈何。
本次奥运会，东京奥组委制订了严格的
防疫措施，防疫手册多达几十页。出发前，
记者收到奥组委邮件，强调所有入境日本的
媒体人员都需要进行核酸检测。而且在抵
达日本后，仍需每天上报体温，并且接受多

长江日报讯（记者徐
佳）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
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7 月 23
日 19 时在东京奥林匹克体
育场举行。22 日，长江日
报《奥运双语直播间》正式
开播，首日邀请在汉工作 3
年的英国人约翰·柯字顺
做客直播间，共话奥运开
幕期待，并介绍他关注的
湖北运动员。
看奥运开幕、品精彩
赛事、说奥运新闻，为全方
位介绍奥运赛况，展示中
国健儿体育精神，东京奥
运会期间，长江日报特别
开设《奥运双语直播间》，
邀请在汉外国人和长江日
报主播一起双语讲述奥运
故事。22 日，长江日报主
播徐佳和英国人柯字顺将
中英文双语切换，畅聊奥
运相关话题。对奥运开幕
有何期待？对哪项赛事尤
其关注？最喜欢哪一位湖
北运动员？柯字顺将在双
语直播间中讲述他的奥运
印象。
来自英国的约翰·柯
字顺，现是武昌一所小学
的一名英语老师，他来中
国 5 年了，来汉 3 年，对武
汉这座城市有着深深的热
爱。平时，他也热爱滑板、
骑车、网球等运动，因此对
奥运赛事格外关注。网友
和读者可以在大武汉客户
端、长江日报官方微信、长
江日报官方微博和今日头
条长江直播号上同步观看
直播并留言互动。

长江日报奥运双语直播间今开播

两个小时，中国和韩国金牌数都是 93 枚，男子 “运作”到奥运会赛场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4×100 米接力是最后一项比赛，
中国队以打破
是，在乒乓球、羽毛球等中国传统优势项目
亚洲纪录夺取金牌，日本第二韩国第三，中国
上，日本投入的力量尤其多，他们想要扳倒中
惊险保住了亚洲老大的位置；
二是 1988 年汉城
国队之心，路人皆知。
奥运会，
中国队仅收获 5 枚金牌，
排名从 4 年前
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日本所做的一切
洛杉矶奥运会的第 4 落到了第 11 位，
而韩国队
都是在奥运会的“规矩”之内。每一个承办奥
则以 14 枚金牌高居排行榜第 4。
运会的国家和地区，除了要履行奥运会的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大赛中东道主
任和义务外，都想在扩大影响力、振兴经济、
身份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相比足球比赛前
提升国民信心上有所作为。这方面，2008 年
剪剪草皮洒洒水的“主场之利”，奥运会东道
北京奥运会尤其成功。国际奥委会也愿意在
主能做的文章要丰富、系统得多。且看日本，
适当范围内给东道主一些权益，它有益于奥
从 2013 年取得奥运会举办权后，全面加大对
运会的长远发展，也被其他会员组织尊重和
体育项目的经费投入，将空手道等优势项目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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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网友和读者留言互动

岳强

中国无惧日本金牌总数之争
如果不仔细研究，一般不会想到日本还
有在奥运会金牌总数上挑战中国队的可能。
在大家眼里，以近年来的体坛大势，无论是亚
运会还是奥运会，中国队都是板上钉钉的“亚
洲老大”，能够与中国队在奥运会上一较高低
的无非是美俄英几个国家。
从 1982 年亚运会首次拿下金牌总数第一
之后，中国队在亚洲体坛不断强化领先地位，
其间发生过两次
“意外”
，
都在韩国。一是 1986
年的汉城亚运会，韩国队从 4 年前金牌总数远
远落后中日的情况下，一举超越日本，最后以
93 比 94 仅一枚金牌之差排在中国队之后。看
过那届亚运会的肯定还有印象，
直到闭幕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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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奥运接力晒”
线上互动

来
“大武汉”
秀出你的奥运会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颖惠 王锦婷）本周五
（7 月 23 日），万众瞩目的东京奥运会就要开
幕。各国运动员将在这次盛会上为了梦想和
荣誉而战。
在云观奥运，为中国健儿加油助威的同
时，爱运动的你是否也跃跃欲试想亲身参与
其中？属于你的“奥运会”来了！即日起，长
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发起“全民奥运接力晒”
线上互动活动，邀请热爱运动的网友拍一拍
晒一晒。
你可以晒照片：公园里迎着朝霞跑步的小
伙，东湖里花样炫泳技的少年，江滩边打太极
拳的大爷……都是我们想要的“最炫运动风”。
你也可以晒视频：广场上迈开舞步、篮球
场上挥洒汗水、在家自练瑜伽健美操……只要
你想秀，
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主场。
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你在运动，或者看到
正在运动的 Ta，都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来，上传
到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拍一拍”，发布在
“全民奥运接力晒”话题，邀请亲朋好友为你
点赞，将有机会获得金龙鱼提供的礼品一份。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参赛者，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奥运会”，热爱体育热爱运动的你，一
起助威奥运、释放激情吧！

“全民奥运接力晒”
线上互动

总策划 蓝怡斌 傅岳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