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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推迟举行
对这些宁波健儿影响几何？
3 月 24 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
发布联合声明，同意东京奥运会延期，但不
迟 于 2021 年 夏 季 举 行 ，2020 东 京 奥 运 会
及残奥会的称呼将保留。比赛推迟对已经
拿到奥运参赛资格的宁波选手有怎样的影
响？听听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怎么说。

石智勇

李玲

扎扎实实训练
争取最好表现
周铁民教练
按照备战计划
努力做好自己
该联合声明称，目前全世界有
超过 37.5 万确诊病例，几乎每个国
家都有病例记录，而且其数量正以
小时为单位迅速增长。在目前的情
况下，根据世卫组织的信息，国际
奥委会主席和日本首相认为，东京
第 32 届奥运会需要改期至 2020
年后、但不迟于 2021 年夏天的日
期举行，以保护运动员、奥运会参
与者和国际社会的健康。
我市著名教练周铁民是撑杆
跳高名将李玲的恩师，他第一时间
得知了东京奥运会推迟的消息，25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周铁民表示：
“大家最近对这个事情比较关注，
昨天已经得到消息，但尚未得到国
家体育总局的通知。具体会有什么
样的调整，也还不知道。我们现在
仍是按照之前的备战计划一步步
做好自己，训练照常，所有人团结
一心。”
周铁民曾获评亚洲最佳教练
员，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年龄不是问题
继续挑战纪录

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一些比
赛取消，东京奥运会备战队员的训
练地点受限、行程受影响，对此，我
市奥运冠军石智勇却显得气定神
闲，最近他一直在北京训练。
疫情发生之初，石智勇曾接受
记者采访，他说：
“疫情对我来说影
响不太大。因为我去年参加了五站
积分赛，已经确保了奥运积分，所
以今年上半年没有积分任务。接下
来就是一心一意抓好训练，希望在
东京奥运会上有最好的表现，用最
好的成绩来回报宁波对我的培
养。”据悉，石智勇还专门向宁波市
红十字会捐款 10 万元。
随着全国举重锦标赛和亚洲
举重锦标赛相继取消、延期，石智
勇表示，不会过多操心，只想做好
自己。
“ 我现在就是扎扎实实做好
训练，至于是不是要参加外训和比
赛，不需要我去多操心。国家队和
教练都会有妥善的安排。
”
奥运会推迟举行，石智勇早已
有了心理预期。在他看来，身体健
康是第一位的，赛事推迟对每个人
都公平。至于奥运会推迟一年，
将和
陕西全运会赛事接近，
石智勇表示，
“没想那么远，
还是先好好准备东京
奥运会。
”

4 年前，在亚洲室内田径锦标
赛撑杆跳高比赛中，李玲以 4 米 70
的成绩，一举将自己保持的亚洲纪
录提高了 19 厘米。如今，1989 年
出生的李玲正向着新的纪录出
发。东京奥运会将是她参加的第
四届奥运会。
在大多数人看来，奥运会延期
对老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周铁民
却不以为然，
“年龄不是主要问
题。现在医疗保障很到位，像美国
撑杆跳高名将苏尔 38 岁了，仍保
持着很高的竞技状态，对李玲来
说，
推迟一年影响不大。
”
目前周铁民正带着李玲在北
京体育大学训练。李玲也是信心
满满。
“还是会继续挑战（纪录），希
望身体和状态都保持好。其实我
的年龄不算大，如果技术好，对体
能也是补缺，只要身体不受伤就没
有问题。”李玲曾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可能巅峰在未来。”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今年年初
两个大型田径比赛取消，李玲放慢
了训练节奏。周铁民说：
“她已经封
闭训练两个月了。之前是根据比赛
时间在备战，
2月的亚洲室内锦标赛
和3月的一个比赛都取消了，
我们就
放慢节奏，增加体能训练。目前她
的心态保持得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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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顺
经过几年磨炼
心态更加成熟
1994 年出生的汪顺，曾在伦
敦奥运会上夺得一枚宝贵的混合
泳铜牌，创造历史。2018 年，他在
雅加达亚运会上拿到一金一银一
铜的好成绩，之后一段时间因为身
体不适，成绩出现起伏。眼下，汪
顺正为在东京奥运会站上更高领
奖台而努力。
“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的决赛
都安排在早上进行，以前通常是下
午或晚上决赛，所以我们的训练有
些调整了，现在每天上午的强度比
较大。
”
汪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奥运会延期，对正在备战的中
国游泳队而言，是个不小的冲击。
有专业人士表示：
“按照原定计划，
东京奥运会今年 7 月 24 日开幕，
国际泳联为此制定的达标时间为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7 月。只有
达到奥运 A 标和 B 标的运动员才
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现在东京奥
运会延期，运动员获得的资格是否
可以延续，目前还不得而知。如果
要重新达标，对运动员的影响不
小。
”
疫情发生后，中国游泳队备战
奥运的脚步没有停歇，汪顺一直在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冬训，一边
做好防控工作，一边全力以赴备战
奥运。在汪顺看来，
“ 经过这几年
的磨炼，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加成
熟，
意志力也更加坚定了。
”
记者 邹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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