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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第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举办的背景下，通过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访谈等研究方

法，围绕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的影响及应对方略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认为，东京奥运会

延期举办导致全球赛事格局整体调整，世界体育秩序面临新挑战；国际体育赛事市场环境

紊乱，经济损失和利益冲突难以避免；各国奥运备战节奏被动变更，训练参赛面临巨大负

担。东京奥运会延期对我国训练备战工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可能导致同时筹备多项

赛事的拥堵问题，各项目的训练节奏被打乱，运动员参赛资格方案亟待调整，运动员良好的

竞技状态难以保证维持。同时，我国训练备战的体制优势可能得以更好地发挥，恶补短板、

科技助力以及培养优秀运动员等工作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奥运资格赛规则简化对我国参

赛同样有利。研究提出，围绕训练节奏的改变做好顶层设计，调整各项目备战计划；加强与

国际奥委会和单项组织的沟通，强化对国际信息的收集与研判；举办高水平、多规格的对抗

赛和适应赛，保持运动员良好的竞技状态；重新统筹各项目参赛资格分配工作，实现参赛运

动员的科学选拔；重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心理问题，强化基础体能训练，恶补体能短板工

作；建立以风险防控为导向的预警机制，全面提升体系化保障能力；以包容的心态对待本届

奥运会，塑造负责任的世界体育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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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has led to the overall ad‐

justment of the global competition pattern, the new challenge to the world sports order; the dis‐

or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ic losses and con‐

flicts of interest are unavoidable; the rhythm of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Olympic Games has been

changed passively, and the train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ames are faced with a huge bur‐

den.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is“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s training preparations, which may lead to congestion in the preparation of multiple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disruption of the training rhythm of various events, and urgent adjust‐

ment of the Athletes’qualification plans, good form is no guarantee.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training and preparation system may be better play, complementary short bo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training of outstanding athletes and other work of sufficient time, the

simplification of Olympic qualifying rules is beneficial to China’s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pro‐

posed to do a top-level design around the change in training rhythm, adjust the preparation plan

for various projects,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 the col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to hold high-level, multi-specification confrontation matches and adaptation matches to keep

athletes in good competitive condition; to re-coordinate the work of the allocation of qualif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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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for various events so as to achieve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athlete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thletes and coaches, we will strengthen basic physical training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our physical strength and establish a risk-oriented early-warning

mechanism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our ability to provide systematic support; we will

treat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with an inclusive attitude and create a responsible image of a

major sports power in the world.

Keywords: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postponement; strategy for preparation; training

and racing; preparation for Olympic Games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4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第 32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是在我

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关键期举办的最高级别的

体育赛事，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展现良好的

精神面貌，对塑造国家形象、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当前，世界各国正处于争夺奥运积分赛、资格

赛和选拔优秀运动员参赛的重要阶段，我国各项训练备

战工作也在紧张有序的推进。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暴

发，导致奥运资格赛、积分赛以及各项国际单项体育赛事

计划紊乱，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2020 年 3 月 30 日，

国际奥委会（IOC）、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联合宣布东京

奥运会将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8 月 8 日举行（东方网，

2020）。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将对后续国际赛事日程、

各国运动员备战以及奥运参赛资格等造成严重影响，对

我国将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奥运会成绩关乎国

家形象和民族荣誉，尤其对于东京奥运会，我们肩负着特

殊使命和民众期待。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客观

把握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对世界体育发展造成的重大影

响，分析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背景下我国训练备战面临

的新形势、新挑战。有针对性的提出我国应对东京奥运

会延期举办的备战方略，对于国家相关部门调整备战训

练计划，更好的指导参赛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1 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对世界体育发展的影响

1.1 全球赛事格局将整体调整，世界体育秩序面临新挑战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赛事，也

是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盛会，借助奥运会平台，可以将体育

运动的多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能直接推动全球

体育的发展，而且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

域产生巨大影响，其辐射能力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在

现代奥运会的发展史上，只有战争因素影响到奥运会的

正常举办，1916 年、1940 年和 1944 年 3 届奥运会曾由于

“一战”和“二战”的原因被取消。东京奥运会在和平时代

延期，使其成为历史上第一届延期的奥运会，这对全球各

类赛事的赛历安排、整个国际体育发展秩序、奥运经济文

化等诸多相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是东京奥运会延期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连锁性

反应。东京奥运会延期在很大范围内会波及到全球体育

发展，无论是各类国际赛事的举办还是与之相关的一切

经济、文化活动都受到直接影响，原有的体育全球化发展

趋势和国际体育秩序可能因此而发生改变。东京奥运会

延期后，世界各类单项体育协会组织，如国际网球联合

会、国际体操联合会、国际泳联、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等，都

以“生命健康第一、支持奥运延期”的态度将相应的国际

赛事安排做出调整。然而，国际赛事自身具有一套成熟

的运行体系和发展规律，一旦赛历突然变化，全球体育赛

事格局将面临被动性调整，可能导致国际大赛体系节奏

混乱，预示着世界体育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是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世界各类赛程的安排造成直

接冲击。奥运会延期后，很多国际赛事将不得不为其让

路，一些著名的世界大赛，如环意、法网、F1、NBA、五大联

赛等国际赛事相继宣布延期或取消，至少 33 个奥运项目

的全球赛历需要调整。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可能与同在

2021 年夏季举办的欧洲杯、美洲杯、世界田径锦标赛、世

界游泳锦标赛等在时间上“撞车”（新浪体育，2020）。届

时数量众多的世界大赛聚集在一起，高密度的赛事转播

可能会导致民众观赛视觉疲劳。尤其延期后的东京奥运

会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时间相隔不到 180 天，可能

会导致赞助商、观众以及各类媒体等出现分流。这不仅

会直接影响奥运会的办赛和观赛效益，而且将进一步影

响世界体育秩序的走向。通常而言，各国的赛事体系和

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基本是围绕奥运周期搭建。随着奥运

延期后国际赛历调整，各国既要面对如何围绕自身发展

实际对赛事体系进行调整，又要应对重新规划体育后备

人才的培养周期，实现运动员利益最大化。而这些工作

都面临新的环境和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加大了操作难度。

1.2 国际体育赛事市场环境紊乱，经济损失和利益冲突难

以避免

奥运会是体育“搭台”，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唱

戏”，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东

京奥运会延期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影响面广泛。

一是可能造成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组织、赛事转播

商、赞助商等多个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东京奥运会延期

后的赛事扎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办赛效益，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赛事的关注度、赞助价值和媒体曝光率。

奥运会推迟使得众多项目的单项赛事被动改期，赛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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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节奏受到较大冲击，将直接影响各类单项体育组织的

收益，并可能造成多个组织机构在赛事转播、营销等方面

的利益冲突，从而影响了办赛的积极性。据媒体报道，东

京奥运会 90% 的广告时段已售罄，延期后各国赞助商的

商业推广需要重新规划，原本计划好的相关奥运营销活

动将搁浅（凤凰网，2020）。同时，2021年国际大赛已经拥

堵，奥运转播计划空间不足，多个赛事营销机构和赞助商

等可能因为争夺赛事转播而引发冲突，赛事营销和推广

渠道可能面临阻滞，办赛主体和观赛群体的利益将受到

巨大损害。并且，国际奥委会为东京奥运会投入达

2 400 万美元（约合 1.6 亿元人民币）的保险，延期后保险

机构要为延期理赔，对各国保险集团也造成巨大损失（林

剑 等，2020）。另外，东京奥运会延期后，在场地、酒店租

借和东京奥组委劳务等方面会产生巨大费用，国际奥委

会推算需追加约 3 000 亿日元（约合 190.62 亿元人民币）

预算，国际奥委会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二是东京奥运会延期将导致巨大经济损失。根据日

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估算，延期举办奥运会将

使日本经济损失 6 408 亿日元（约合 410 亿元人民币），包

括转播商、供应商、赞助商、酒店、航空、旅游、保险等多个

方面都受到较大影响，其中，最直接的损失是众多工程项

目面临违约，延期 1年后，大量酒店的预订被取消（动商研

究中心，2020）。一些奥运关键场馆可能不能再运用，需

要支持巨额赔偿费，这将拉长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原

有投入的回收周期，使举办城市背负沉重的财务压力。

日本将东京奥运会作为其经济振兴的重要平台，相关部

门制定了 2020 年吸引 4 000 万入境游客的目标。日本国

家旅游局（JNTO）曾统计，东京奥运会期间将增加 38% 的

酒店客房，而奥运会延期将破坏高额投入的回收预期，直

接影响一些体育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快资讯，2020）。东

京奥运会共有 63 家日本国内赞助商为赛事投入 31 亿美

元赞助费，阿里巴巴投入 50亿元的赞助费，几乎是北京和

伦敦奥运会的 3 倍左右（陈华，2020），延期后相应的回报

将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将打消各类赛事赞助商的积

极性。

1.3 各国奥运备战节奏被动变更，训练参赛面临巨大负担

东京奥运会延期给世界各类大型赛事带来的影响和

变数不可避免，各国备战参赛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一是各国奥运备战计划被打乱。奥运赛程“牵一发

而动全身”，由于奥运会相对影响力较大，世界各级单项

协会赛事和各国参赛计划安排多以奥运会为中心，从运

动员资格赛、积分赛、落选赛到正式比赛，都有一套完备、

系统的赛事体系。东京奥运会延期，打乱了一大批奥运

资格赛、积分赛的安排，射箭、田径、棒球、篮球、拳击、自

行车、足球等多个项目的奥运资格赛推迟，何时恢复还未

可知。从奥运会延期以来的资料看，目前 57% 的奥运会

参赛资格已经完成，但 43% 的参赛名额还没有落定（环球

网，2020）。东京奥运会延期后，相关项目的预选赛、资格

赛、落选赛乃至各项测试赛都将面临调整，各国不得不改

变训练节奏和各项赛事的备战计划，一大批项目的奥运

资格赛、积分赛方案也将不得不调整。

二是各国备战参赛存在更多变数。奥运备战是一项

系统复杂的工程，一旦延期并非只是表现在赛事资格调整

和推迟方面，还将对各国奥委会和备战系统带来较大影

响，相关体育组织和运动员、教练员等都会面对众多不确

定性因素。一方面，对于各国奥委会组织和各项目教练员

而言，面临如何尽快围绕东京奥运会的赛事规则，调整训

练备战计划；另一方面，对运动员而言，奥运会突然推迟，

打破了其自身固有的备战周期惯性，将面对参赛配额、心

理负担、伤病恢复、体能储备、竞技状态等诸多不确定性

问题，加之延期后各单项世界大赛密度增加，运动员将可

能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比赛节奏中。尤其对于一些在各

类职业俱乐部中身价较高的职业运动员，面临如何协调今

后 1年国内比赛和各类职业赛事的关系，如何更好地保持

良好的竞技状态等问题，可能影响其职业生涯规划。

三是各国备战训练工作面临巨大负担。美国、英国、

日本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虽然在奥运会资格和参赛席位

等方面形成了一定优势，但当前欧美国家的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比较严峻，可能短期内运动队还是以封闭式训练

为主，这对各国备战参赛造成不利影响。

一方面，依托于社会化、市场化的备战体制不利于备

战资源的快速整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美多数企

业、协会、俱乐部等目前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国家将主要

精力集中在疫情防控、公共安全与医疗卫生等工作，对于

各项目国家队训练备战方面可能精力有限，多数项目的

国家队面临停训停赛，这种情势下的国家队队伍整合效

率不高，影响了正常备战工作。另一方面，与我国自上而

下的整体备战模式相比，欧美主要国家是市场化的“零

星”备战，这种模式的社会活性较大，但国家难以整体干

预管理。并且，欧美主要国家各支国家队多是赛前几个

月进行选拔产生，甚至至今一些项目国家队人员还处于

赛事海选之中，奥运会延期势必影响国家队正常选拔工

作，这对于可能即将开始的资格赛备战将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危机中也蕴藏着机遇。任

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东京奥运会延期虽然对国

际体育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其背后也同时蕴含着一

些积极因素。延期后所有奥运会组织人员可以以最长的

时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各国不仅有了更长的备战

周期，可以更好的创新训练备战模式。而且国际奥委会

可能会“借力”推动现代奥运会改革，促使国际奥委会组

织进一步优化奥林匹克方案，将一些不可抗因素、特大突

发事件的防控等纳入其中，让奥运会体系“瘦身”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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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难度和成本，从而提升奥运会的简易性和机动性，促

使现代奥运会更好的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

2 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对我国训练备战的影响

2.1 消极影响

东京奥运会延期给原本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带来影

响，对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而言是一次严峻考验，

在诸多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同时筹备多项赛事可能导致我国各级备战系统

压力较大。奥运会延期后，我国将首次按照 5年周期安排

备战工作，无论各项目训练节奏的调控还是运动员竞技

状态的培养都是全新课题。同时，2021年是我国的“体育

大年”，届时足球世俱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陕西全运会

等各类赛事将同期而至，尤其是奥运会与全运会同一年

举办，竞赛时间重叠，可能影响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和

地方备战全运会的工作重心（付政浩 等，2020）。而且，随

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与延期后的东京奥运

会举办时间相隔不到 180 天，赞助商、观众在客观上会发

生分流。国内各级体育系统备战完东京奥运会后，马上

就要变身东道主，既保障又征战 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强

度的筹备和保障工作可能导致各级备战系统出现疲软问

题，对我国备战和协调工作带来困难。

二是各项目的训练节奏被打乱。自现代奥运会复兴

以来，4 年 1 个奥运周期是国际通行的常态性规则，几乎

所有运动员的训练计划都围绕奥运会而定，基本按照“调

整-启动-兴奋-高峰”的训练模式进行准备（彭国强 等，

2020）。当前东京奥运会延期必然打乱了各项目备战计

划、影响运动员的训练节奏，各类国内外单项赛事的取消

或延迟使运动员无法以赛代练，多数运动队取消了海外

集训计划，运动强度难以保证。在缺乏有效的常规对抗

比赛与集训情况下，一些集体类项目，如篮球、排球、羽毛

球双打等，运动员的技战术协作意识和默契程度可能下

降，观众聚集效应和竞赛环境心境缺失。在长期缺乏无

赛顾虑的训练下，运动员身心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一些

背负冲金夺银特殊期待和重大使命的重点运动员，容易

产生训练备战焦虑症，难免会影响训练和备战效果。

三是运动员参赛资格方案亟待调整。从当前各项目

情况看，我国正处于争夺奥运积分赛、资格赛和选拔优秀

运动员参赛的冲刺阶段，东京奥运会突然延期，影响了奥

运会资格的获取，各项目全面参赛面临挑战。截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我国获得了 228 个奥运席位和 162 个小项参

赛资格，低于美国和日本；在共 20 个 5 人以上参赛的奥运

项目中我国只获得 7 个席位（动商研究中心，2020），体现

出我国在团队项目上竞争力仍然不强（表 1、2）。此外，我

国一些重点运动员的奥运积分排名不高，参赛资格不够，

如由于奥运积分赛延期或取消，林丹可能无缘第 5次参加

奥运会。对于一些已经取得奥运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

能会面临重新进行奥运资格选拔，如何科学重新制订参

赛运动员的内部选拔计划将是一个新的课题。

四是运动员良好的竞技状态难以保证。优秀运动员

通常具有自身的训练周期和规律，一旦参赛周期有所调

整，运动员体能、技战术、心理状态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我国多个夺金夺牌的重点项目进入新老交替

期，据统计，蹦床、体操、羽毛球、举重、女子铅球、女子标

枪、女子链球、撑杆跳高、竞走、网球、铁人三项、水球、乒

乓球、排球、击剑、曲棍球、跆拳道等 17 个项目 30 岁以上

的运动员达 31 人。队伍大龄化不仅会增加伤病问题，而

且还会面临心理、生理和竞技状态延续的多重考验，一些

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可能出现下滑，取得优异成绩的概率

会有所降低，甚至有些运动员因身体原因将可能无缘明

年的奥运会。另外，当前我国多数运动队实行封闭式训

练，场地设施条件不能很好的保障，再加上赛季取消带来

比赛不足，一些项目可能难以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2.2 积极影响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于我国训练备战工作而言“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对我国备战体制效能发挥、资格赛获取、

训练遗留问题解决等多个方面可能带来一些积极影响。

一是我国训练备战的体制优势可能得以更好的发

挥。我国奥运备战突出“举国体制”特色，具有国家主导

表1 中国、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的奥运资格获取情况

Table 1 Olympic Qualification Status of China，America，

Japan，England and Russia

国家

中国

日本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资格席

位数

228

279

321

171

202

获资格大

项数

22

33

24

17

17

获资格小

项数

162

225

194

131

143

资格席位

排名

3

2

1

5

4

注：截止到2020年3月26日。

表2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世界各国在团队项目获得席位情况

Table 2 Global Representation in Team Projects

before COVID-19

国家

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阿根廷

中国、英国、新西兰

韩国、巴西

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荷兰

席位数

14

13

10

8

7

6

5

排名

1

2

3

4～5

6～8

9～10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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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保障能力，是我国长

期参与奥运会备战的重要基础，尤其在特殊困难时期，这

种体制通常会被进一步强化，使其更加明显地发挥固有

优势。依靠国家力量支持奥运参赛，在管理、训练、竞赛

等方面更容易形成全国一体化，更容易整体对运动队进

行统一集训和管理。因此在特殊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

备战模式相对于欧美国家更具优势（动商研究中心，2020）。

二是恶补短板、科技助力以及培养优秀运动员等工

作有了充裕时间。东京奥运会延期可以让训练备战工作

更加充分，为我们继续完善和解决训练遗留问题、推进

“恶补体能短板”提供了机会。同时，奥运会延期为培养

优秀后备人才、打造“准奥运运动员”提供了时间。奥运

延期后一系列高密集的世界顶级赛事集中在一起，对于

我国年轻运动员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时机。一段时间内运

动员可以与不同对手同场竞技，可以更好的发挥“以赛代

练”功效，不论是心理素质提升，还是运动水平、临赛经验

积累等都会得到强化和锻炼。此外，奥运会延期为数据

化训练和科技助力提供了时间保障，东京奥运会我国更

加重视引进国际化技术，更加强调借助全球优势的智力

资源和技术资源开展备战工作，但时间紧任务重，而奥运

会延期后可以把这项工作开展得更加充分和系统。

三是奥运资格赛规则简化对我国参赛有利。东京奥

运会推迟后，对于还未完成的资格赛势必要重新安排，原

有的奥运资格产生办法可能会做针对性调整，以往多数

项目的奥运会席位都与国际比赛捆绑在一起，由于比赛

地点大部分在欧美国家，这增加了我国运动员的出线难

度。当前，一些项目的资格赛比赛数量可能会减少，一些

项目可能以之前的亚运会、世锦赛等排名作为参赛资格，

这对我国运动员有利，如女子水球亚洲区资格赛的取消，

使我国女子水球队获得奥运参赛席位。

东京奥运会推迟利弊共存。既然奥运会延期举办已

成定局，我们应抱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充分抓住有利因

素，争取化危为机，尽量解决不利因素可能带来的不良影

响，努力将眼前的压力转变为备战的动力，将对运动员的

训练干扰最小化，把延期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3 我国应对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的备战方略

3.1 围绕训练节奏的改变做好顶层设计，调整各项目备战计划

东京奥运会延期不仅将打乱原来紧张有序的训练节

奏，而且影响到国内赛事的系统安排。2021 年我国举办

的各类高级别赛事较多，奥运会延期后的备战工作将与

多项赛事衔接紧密，运动员可能很难在众多顶级赛事的

备战中找到平衡。对此，要围绕训练节奏的调整进行缜

密设计，聚焦“训练计划”和“比赛安排”两大方面，从整体

布局上统筹协调训练参赛，调整各项目整体备战计划，制

定延期期间若干比赛的参赛计划，争取将“延期”造成的

不利因素变为有益可为的备战实践。

一是对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安排进行针对性调整。针

对东京奥运会推迟后的训练节奏调整和计划安排，组织

国内训练学专家和相关中心、协会负责人等开展专题研

讨，围绕不同项目的训练节奏调整、多项赛事备战时间

“撞车”、国家队新一轮的夏训与冬训、训练计划安排的衔

接以及备战 2024年巴黎奥运会等相关问题进行研讨。由

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备战办统筹规划专门针对训练节奏调

整的顶层设计，围绕赛程调整和不同单位的训练节奏与

计划安排提出应对策略。

二是有所侧重地制定各项目备战参赛计划。针对下

半年和 2021 年夏季一些项目赛历拥挤，可能同时备战多

个赛事的情势，建议要及时摸清、排查各项目训练和参赛

情况。以备战东京奥运会为重点，同时兼顾东京奥运会

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备战工作，统筹协调备战各类赛

事的计划安排，抓重点赛事、重点环节备战，有所侧重的

制定各项目参赛计划，避免运动队届时疲于赛事奔波，确

保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保持最佳状态。另外，东京奥

运周期多出 1 年，而巴黎奥运会备战周期将缩短 1 年，应

提前将 2024年奥运会纳入备战计划。

三是强化对训练备战计划的过程监控和动态评估。

尽快启动训练备战的督查工作，及时排查当前各项目训

练备战情况，摸清奥运会延期后各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

的训练备战态度，围绕各支队伍的疫情防控、训练情况、

运动员生活管理、反兴奋剂等工作，强化动态督导检查，

加强问责力度（彭国强 等，2018）。尽快组织专家讨论优

化“六个东京”“七个几乎没有”“九个每块金牌”的督导考

核细则，及时开展新一轮的运动队督导工作，将动态评价

和过程激励结合，压实备战各方的具体责任。

3.2 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和单项组织沟通，重视国际信息的

收集与研判

当前奥运积分赛赛程已过大半，但还有 43% 的名额

没有产生，多数项目的资格赛已延期，对于未完成的奥运

会参赛名额，国际奥委会可能调整竞赛日程和实施办法。

另外，东京奥运会延期后，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协会有关

赛事日程、规则、资格赛方案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各项目

国外重点对手的备战信息不明确，信息情报不畅将影响

我国备战的精准性。对此，建议国家体育总局、我国奥委

会以及各单项协会应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和单项体育组织

的沟通，及时做好国际赛事信息的收集与研判工作。

一是积极为我国运动员争取更多的参赛权益。建议

我国体育相关部门在密切跟踪国际奥运会可能制定的 33

个奥运项目资格赛新方案的同时，督促国内各单项体育

协会积极与世界各单项组织沟通，广泛与其他国家单项

体育协会进行协商与合作，及时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各项

目资格赛调整的规则建议，为我国运动员争取更多的参

赛机会。各项目要提前制定参赛备选方案，并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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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可能出现的备战难点和关键环节进行攻关，不断优

化各支国家队内部的参赛资格办法，细化重点项目、重点

运动员的资格赛获取方案，确保获得更多的参赛资格。

二是高度重视对国际备战信息情报的搜集与研究。

加强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联系，密切关注国际奥委

会和各国际单项协会针对东京奥运会推迟后的有关应对

措施和政策变化，及时了解延期后奥运会的参赛配额等

信息，特别是关于预选赛的调整方案，要精准把握规则修

改的精神实质（杨国庆 等，2019）。建议成立专门针对东

京奥运会推迟的备战参赛情报工作小组，实时跟踪国际

奥运会、各单项体育协会备战动态，对国外重点项目和重

点对手备战信息进行广泛收集和精细化研究，密切跟踪

国外先进的训练方法和对手的竞技状态，为我国备战参

赛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情报，在运动员技战术等方面及

时提出应对方案。

3.3 举办高水平、多规格的对抗赛和适应赛，保持运动员良

好的竞技状态

东京奥运会延期导致各类国际赛事中断，大量项目

资格赛和单项赛事取消或延期，各项目可能还会面临封

闭训练、训练营时间延长等问题，运动员可能面临无比赛

可打的局面。由于缺乏常规比赛和对抗性集训，运动员

之间的技战术协作和默契意识受到影响，尤其是一些团

队类项目可能受影响更大，当前要采用多种替代性途径

在国内创设良好的竞赛环境，保持运动员良好的竞技

状态。

一是筹划国内高水平、多规格的对抗赛和同期适应

赛。充分利用国内各项目协会、地方体育资源，开展不同

地域、不同级别的对抗赛和适应赛，设立一些与 2021年奥

运会可能举办月份同期的适应性比赛，模拟东京奥运会

赛制，设定虚拟对手和模拟关键环节，细化分解对手的每

一个动作、每一项技术、每一项有威胁的“绝招”，针对不

同打法、技术设计应对方案，提前让参赛运动员感受体

能、技术等能否应对这样的高强度比赛，提前适应东京奥

运会的比赛节奏（何文捷 等，2019）。此外，还要加大各项

目队内比赛的组织频率，通过设置预赛、半决赛、决赛等

环节，以赛带练，在不断参赛对抗中使运动员保持良好的

竞技状态，为运动员保持和提升竞技水平提供平台。

二是采用多种替代性途径调动运动员备战训练积极

性。针对奥运会延期后多数项目“有训无赛”情况，建议

将各类替代性比赛融入日常训练，尽可能创造条件设立

模拟对抗赛，利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将处于封闭训练中的

各支队伍连在一起，实现各队联动，增进国家队与地方队

交流，尤其让团体项目进行技战术协作配合演练，增强团

队项目的战术协作意识。对于没有条件的项目队伍，要

创新比赛形式，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采用游戏模拟或虚

拟现实设备，将比赛移到线上，搭建网络平台“云比赛”，

通过举办网络视频对抗赛进行演练，为运动员提供更多

实战机会，调动各单位备战训练积极性，塑造良好氛围。

3.4 重新统筹各项目参赛资格分配工作，实现参赛运动员

的科学选拔

东京奥运会延期后会影响我国备战队伍的整体情

况，国际奥委会规定已经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和

已经分配到东京奥运会的名额保持不变，参赛年龄限制

可适当放宽，新的资格赛截止日期为 2021年 6月 29日（杜

婕，2020）。目前我国一些项目已完成了资格赛，甚至一

些优势项目获得了满额参赛资格，同时，一些奥运资格赛

的规则方案将面临调整，一些项目受到奥运资格分配办

法和资格赛时间不确定的困扰。不同运动员的运动生命

周期有所不同，对于获得资格积分的运动员，受年龄、伤

病等因素影响，体能可能有所下降，且恢复可能存在困

难，1年后并不一定能保持最佳竞技状态。

一是重新对各项目队伍内部的奥运参赛资格进行统

筹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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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计国内的奥运会选拔赛规

则，制定严格的参赛选拔办法，并面向社会公布新的选拔

标准和程序，确保挑选综合实力最强的运动员参赛。尤

其对于一些满额参赛的项目，要综合考虑运动员的年龄、

伤病情况、奖牌竞争力、团队合作、以往大赛表现、竞技稳

定性、职业态度等要素进行内部选拔，奥运备战办要强化

对选拔的全程监督，整个过程进行电视或网络直播，保证

遴选过程的公平公正，确保选拔最优秀的运动员参赛。

二是优化各支国家队的备战组合方式。根据当前各

支队伍的实际情况，要创新训练方法，丰富国家队内部的

技战术，全面调整运动队组合方式，防止总体竞争力下

降。一方面，整体上对当前各支备战队伍进行调整，对奥

运参赛运动员的参赛数量、时间和任务做出预案，确保良

好的竞技状态。还要对原有的备战队伍做好补充优化工

作，特别是对于一些新老交替比较严重的运动队，要及时

补充优秀年轻运动员，增加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要考虑

对当前各支队伍的技战术组合有所调整，要有更多的组

合与配对方案，通过变换技战术组合调动运动员训练参

赛积极性，提升队伍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

3.5 重视运动员和教练员心理问题，强化基础体能训练恶

补体能短板工作

东京奥运会延期，可能导致一些运动员和教练员产

生烦躁、懈怠、泄气、不安等消极心理，奥运会的突然推迟

易使运动员和教练员思想上产生松懈。并且，当前绝大

部分国家队都在封闭式训练中度过了较长时间，封闭的

环境、高强度的身体负荷、赛事目标的中断以及过多关注

不可控制因素，可能引发运动员和教练员心理疲劳，对

此，须高度重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心理疏导工作。同时，

东京奥运会延期为我国运动员恶补体能短板工作留足了

时间，在各项目训练节奏大调整的时期，体能训练一刻也

不能放松，要进一步强化和改善体能训练、技能监测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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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工作，提升运动员体能储备。

一是做好运动员、教练员心理疏导和生活调剂等工

作。密切关注运动员和教练员心理状态，妥善解决他们

的利益诉求，帮助运动员用积极的心态去应对训练节奏

的调整。在国家体育总局层面，可以聘请心理学专家，专

门设计针对不同运动员的心理调节方案，为运动员压力

疏导提供个性化、多样性服务，降低运动员、教练员对疫

情的过度恐惧和奥运延期顾虑（彭国强 等，2019）。针对

一些过于焦虑的重点运动员，建议开展心理应激训练和

个性化心理咨询服务，通过定期心理疏导、设立虚拟竞赛

情境等多种方式，改善运动员不良心理，提升运动员心理

韧性，稳定心理状态。

二是狠抓体能训练工作，提升运动员体能储备。建

议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体能训练专家，细化各项目基础体

能薄弱、专项体能不强等具体问题，为国家队制定有针对

性、与专项训练结合度高的体能训练计划，打造多样性、

个性化体能训练方案，提升运动员体能训练的精细化水

平。聘请专家做好各项目体能训练和测试的指导服务，

引导运动员经常性的参与体能训练，进一步细化每次训

练课中运动员的体能数据，推进各项目技术训练体能化

和战术训练体能化，通过基础体能储备带动提高专项体

能、伤病预防、疲劳恢复能力，为 2021 年东京奥运赛场储

备充足的专项体能。

3.6 建立以风险防控为导向的预警机制，全面提升体系化

保障能力

奥运备战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赛事风险规避、伤病

预防、航空安全保障、反兴奋剂等多个方面，当前要围绕

奥运会延期的训练备战，尽快落实各队伍保障团队的合

作延长工作，全面提升体系化保障能力。另外，我国多个

夺金项目存在后备人才不足短板，在一些夺金夺牌项目

的主力中不乏一批“大龄”运动员，2021 年的竞技状态可

能会出现下滑，对此须提前制定针对性策略。

一是制定针对大龄化重点运动员的保障方案。尽快

围绕国际奥运会最新发布的奥运资格体系新原则进行研

究，针对参赛年龄限制可适当放宽问题，对我国大龄运动

员身体机能情况做精细排查和分析，围绕训练节奏的调整

提供个性化训练方案和保障举措，打造针对不同项目大龄

化重点运动员伤病的精准化医务保障体系，注重疏导其心

理压力，最大限度的保持良好竞技状态（杨国庆 等，

2018）。各项目要加强培养奥运二线年轻运动员，尽快挖

掘具有潜力的后备人才，尤其对于主要依靠大龄运动员冲

金的项目和一些团队项目强化新老搭配，合理规划好 1年

的延期备战时间，培育更多综合实力强的领军型运动员。

二是建立以风险防控为导向的参赛预警机制。一方

面，组织专家研制赛前、赛中和赛后的风险规避与防控预

案，有围绕运动员可能出现的传染病、饮食、出行安全等

健康风险预案，有赛时针对疫情或恐怖事件的防范与应

对方案，预防运动员临战前和比赛中出现的各类应急问

题。建议广泛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和应对突发事件演练，

加大潜在参赛风险监测力度，加强各类人员自我防控意

识教育。另一方面，要全面升级奥运保障营的综合服务

功能，可考虑适当增加保障营的数量，改变原来主要以治

疗、康复为中心的保障模式，为各运动队提供病毒筛查、

风险防控、食宿安全、伤病治疗、娱乐休闲、心理咨询、航

空交通等全方位体系化保障，尽最大努力保障运动员的

安全和发挥最高竞技水平。

三是进一步加强反兴奋剂工作。特殊时期，对各队伍

训练备战的督查工作绝不能放松，严防因疫情影响暂停

兴奋剂检测工作后的任何“钻空子”现象。强化特殊时期

的兴奋剂教育工作，从根源上杜绝铤而走险使用兴奋剂

的邪念，始终将反兴奋剂工作作为备战东京奥运会的生

命线和政治责任，全面提升兴奋剂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

3.7 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东京奥运会，塑造负责任的世界体

育大国形象

东京奥运会的延期是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

（IPC）、东京奥组委共同协商后的结果，是基于保护运动

员和相关人员健康、维护奥林匹克运动利益，对于全世界

参赛国家、地区和运动员都是公平的。奥运会新日期为

运动员提供了确定性，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保证，也为全

世界提供了期待。当前，我们要理性看待奥运会延期的

影响，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东京奥运会，冷静客观面对备

战，积极借助国家打造的良好舆论环境，塑造负责任的世

界体育大国形象。

一是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东京奥运会延期问题。面对

当前国际社会对东京奥运会延期问题的争论甚至诽谤，时

刻保持客观理性，以最积极的心态和最饱满的热情迎接挑

战，尽量化解不利因素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将眼前的压

力转变为备战的动力（刘昕彤 等，2020）。在努力争取我

国运动员合法利益的同时，配合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

避免任何有损奥林匹克大家庭团结的措辞举措，体现我们

尊重和支持国际体育组织做出的决定、维护国际比赛严肃

性、尊重运动员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二是积极为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中国方案。在当前我

国大力援助国际社会疫情防控工作的大好情势下，建议国

家体育部门要利用国际舆论风向，加强国际间沟通合作，

保持各方面对话磋商，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合理、快速、

有效的国际体育应变机制，塑造负责任的世界体育大国形

象。相关部门要尽快组织专家围绕东京奥运会延期开展

专门的研讨，在奥运资格赛和参赛配额分配等事宜上尽快

形成中国方案，为国际体育组织工作及时发出中国声音，

为保护全球运动员健康、遏制病毒传播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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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专业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其从赛前和赛中两个维度

防控新冠肺炎（WHO，2020c）。不可否认，以国际公共卫

生安全、运动员生命健康安全为决策基础，同时关注弱势

群体的决策选择和倾向是具体化后续对策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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