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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尽管东京奥运会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已经确定延期
一年后举办，世界女排联赛和东京奥运会
排球测试赛也被迫延期或取消，但是河南
姑娘、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与国家队的队友
们一道，仍然在北京按照原定计划全力备
战奥运会。对此，朱婷表示中国女排在主
教练郎平的带领下将直面这些考验全力
以赴。

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书记谢国
臣昨日告诉记者，从 1月 30日（农历正月
初六）开始，中国女排就已经开始在北京

集结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从朱婷反馈
回来的消息称，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女排在
北京按照原定计划备战东京奥运会，并且
进行了全封闭训练。“朱婷说中国女排目
前每天都是‘三点一线’的生活，除了训练
场、宿舍、餐厅外，不能外出去其他地方。”

谢国臣告诉记者。
如果按照原计划东京奥运会如期举

办，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开赛前，将没有任
何正式的热身赛可打，这对于队伍的备
战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不过随着
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这种不利影响也

就随之消失。不过，国际排球联合会此
前宣布 2020年世界女排联赛将在东京奥
运会后择期举行，随着东京奥运会确定
延期至 2021 年，这项赛事在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何时会重启目前
也就变得更加不好预判。对于正在北京
集训的中国女排来说，实际上现在已经
是在为 2020 年世界女排联赛进行备战。
对此，谢国臣说：“朱婷也表示，目前中国
女排全队正按照原定计划在主教练郎平
的带领下进行训练，至于以后将如何调
整训练计划目前还没有确定。”

新华社东京3月24日电 多家日本媒
体推测，东京奥运会推迟举行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约为60亿美元。

《日本时报》报道，推迟奥运会造成的
损失大约为58亿美元，《日经新闻》认为损
失在 54亿美元到 63亿美元之间，这些损
失只是奥运会本身的损失和推迟一年造
成的财政消耗。如果奥运会被取消，损失
将达到410亿美元。

推迟奥运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将有

无数问题提交给组织者和举办城市东京，
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很多工程项目的违
约。位于东京晴海的奥运村本来计划好
会后改建为公寓出售，房屋大约 4100套，
许多房子已经出售，交房时间是 2023年 3
月。奥运会被推迟，很多购房者肯定会要
求赔偿损失。

一位奥组委官员说：“奥运村的补偿
问题将非常复杂。”

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

心租用的是东京国际展览中心的场地，
展览中心明年的租借方已经确定，奥组
委再次租用东京最大的展厅不仅需要房
租，还需要给新的参展商巨额赔偿费。
很多其他的比赛场地和酒店也面临同样
的问题。很多酒店都是东京奥组委的签
约商，奥运会期间他们的房间都通过奥
组委全部订完，这些损失都需要等待评
估。

人工成本也是一项非常大的开支。

东京奥组委现在有 3000 多名工作人员，
随着比赛的临近，奥组委还聘用了一些
短期合同员工，推迟奥运会后所有人的
合同都要重新签订，计划外的劳动力成
本激增。

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间接的损失更
大，并且影响更加深远。东京和日本都为
奥运会准备了 7年时间，全国上下满怀热
情地迎接奥运会，推迟奥运会对于整个国
民信心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日媒：推迟东京奥运会直接经济损失约为60亿美元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全省唯一一家省级少年儿
童图书馆——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今日起有序恢复
开馆，为避免广大读者的密切接触，目前仅供读者进行
图书借还，暂不提供馆内阅读、线下活动等服务，读者朋
友可通过预约进馆借还图书。

此次恢复开馆仅限 6岁以上读者进馆，开放时间为
周二至周日的 9:30～12:00 和 13:30～17:30，周一闭
馆。开馆日每天中午会进行全面消毒，同时，馆内配置
书籍智能杀菌机，全力保障读者安全。开放区域为一
楼的总服务台、趣味阅览室、绘本阅览室、大厅借阅区，
二楼的综合借阅区（一）、综合借阅区（二），其他区域暂
不开放。开馆采取限流措施，每天接待读者数量控制
在 700 人（上午 300 人、下午 400 人），瞬间在馆最大接
待量为 200人。

据介绍，为避免广大读者的密切接触，目前仅供读者
进行图书借还（一楼自助借还区办理），暂不提供馆内阅读、
线下活动等服务，进馆读者在馆内停留时间不超过30分
钟。为避免人群聚集，截至疫情结束前，还书超期不扣读
者卡积分。此外，该馆的《宝宝智库》数字阅读馆、少年
儿童图书馆公开课等线上服务正常开展。

本报讯（记者 成燕）一条条
隔离带在郑州图书馆广场上科学
分隔出排队区，一位位热爱读书
的市民经提前线上预约后，戴着
口罩间隔距离排队扫码、测温入
馆、文明阅读……昨日是郑州图
书馆恢复适度有序开馆第一天，
不少市民一大早便从四面八方前
来借阅图书。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
有序进行测温和安检。据工作人
员介绍，读者通过郑州图书馆线
上预约系统预约到馆时间，并经
工作人员核实后，方可进入场馆。

记者在报刊阅览室看到，工
作人员已提前在阅读座席贴心地
贴出“绿标”，标示出可以就座的
阅览座席，自然拉大了读者之间

的“安全距离”。大家都戴好口
罩，自觉间隔一定距离，各自安
静地阅读报纸杂志。在图书借
阅区域，不少读者在快速挑选到
心仪书籍后离馆，也有部分读者
选择借书后在阅读区静静坐下
安心阅读。

郑州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恢复开放的区域有报刊
阅览区和图书借阅区。以文献借
还为主，不提倡长时间在馆内停
留。在部分区域恢复有序开馆的
第一天，该馆共接待近 200 名读
者，大家表现出很高的文明阅读
素质，均认真按照防疫要求，佩戴
口罩入馆，间隔一定距离排队、就
座，不乱扔杂物，不大声喧哗，秩
序井然。

针对市民们关心的相关问
题，工作人员提醒说，目前该馆
开 放 区 域 全 部 实 行 在 线 预 约
制，请提前预约后到馆。如果
您预约了，临时有事来不了，请
及时取消预约，把名额留给需
要的读者。

大家务必按预约时间段到
馆，避免人群聚集，如错过需要重
新预约。

此外，入馆读者必须全程佩
戴口罩，否则谢绝进馆。每天 12
时到 14时，该馆将闭馆消毒。所
有归还图书将通过消毒设备严格
消毒后统一归放。疫情防控期
间，在全面恢复正常开放前，该馆
将继续免除读者在此期间所产生
的外借文献逾期责任。

郑州图书馆恢复开馆首日
市民文明阅读秩序井然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省图书馆获悉，该馆
今日起部分场馆恢复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9：00～17：00，周一闭馆全面消杀。

据介绍，此次开放区域为：开放办证处窗口和社科借
阅一处、社科借阅二处、自科借阅处等借阅部部分借还窗
口，其他区域暂不开放。每天接待读者总人数不超过
1000人，实时在馆人数不超过200人。

读者进馆须预约进馆。预约方式有三种，分别是：
关注河南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场馆预约”预约进馆；现
场在省图书馆东门扫签到码预约；现场持身份证手动登
记预约。进馆实行“两码一测温”，进馆读者须出示场馆
预约码、河南健康码绿码，现场测量体温≤37.3℃，无明
显呼吸道症状，进馆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开放区域人与
人之间须保持 1.5 米以上距离。读者入馆扫签到码，离
馆扫签退码。

令人倍感贴心的是，省图书馆还推出疫情防控期间
免除逾期，从 1月 23日至 4月 30日，该馆借阅系统所有
外借图书不计逾期。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及风险评
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将于明日起恢复开放。

据 了 解 ，恢 复 开 放 后 的 该 博 物 馆 每 日 9:30～17:00
（16:00停止入场）开放，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开放期间暂时仅接受散客（个人）网络预约参观，每日限额1000
人。观众可提前一天通过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微信公众
号、官方微博预约参观。每个预约订单只能预约1人，每张身份证
件每天限约1次，请务必截屏保存预约成功界面。

参观当日，观众须出示本人预约登记时使用的有效证件原
件、预约成功界面截图，同时须提供本人实时“健康码”，显示绿
色方可入馆。如错过预约时间将谢绝入馆。观众须全程佩戴
口罩，排队和观展时请保持 1.5米以上距离，避免聚集；入馆前
须接受体温测量，如有体温异常，或有咳嗽、气促等异常现象的
观众谢绝入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明起恢复开放

省图书馆
部分区域恢复开放

省少儿图书馆有序开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丹妮）记者昨日从郑州
文化馆了解到，今日起，该馆恢复对外开放，目前实行来
馆登记、限时限流。

据介绍，该馆每周二至周日 9:30 至 16:30（16:00
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服务内容及区域包括网上数字
文化馆、艺术展厅预约参观、美术教室授课预约和百花
雕塑园。

据了解，市民入馆前须接受体温测量，同时须提供
本人实时“健康码”，绿色方可签到入馆；如有体温异常
或咳嗽、气促等异常现象，将谢绝入馆。该馆对每日活
动人数进行总量控制，进馆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1.5米以上距离，以免造成封闭场所人员聚集。当遇到馆
内活动人员密度较大时，该馆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控制
入馆速度等措施。

工作人员提醒说，如您进馆后如遇身体不适等异常
情况，请立即告知现场工作人员。为了大家的健康，请
严格遵守相关要求进馆参加相关活动。

郑州文化馆恢复开放

直面考验 全力以赴

中国女排在京按计划训练

当天，巴赫与安倍晋三就新冠肺炎疫情造
成东京奥运会面临不断变化的形势一事进行了
讨论。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在目前的情
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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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一致同意奥运火种将留在日本。会
议还同意，东京 2020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
称不变。

两位领导人表达了他们对全球范围内暴发
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人类生活和全球运动员
备战奥运会的重大影响的关注。

会议非常友好且具有建设性。两位领导人
赞扬了东京奥组委的工作，并注意到日本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

疫情的空前和不可预测的蔓延使世界其他
地区的局势恶化。2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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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日本奥运大臣桥本
圣子、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国际奥委会协调
委员会主席科茨、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德凯珀、国
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等参加了会议。

森喜朗宣布，鉴于奥运会已经延期举行，原
定于 3月 26 日开始的奥运会火炬接力也将取
消，新的奥运会火炬接力计划将另行宣布。

原定于8月 25日开幕的东京残奥会也同样
推迟一年，在明年的奥运会之后举行。

在现代奥运会 124 年的历史上，此前还
从来没有奥运会被推迟的先例，尽管 1916
年、1940 年和 1944 年奥运会曾因世界大战
被取消。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东京奥运会
推迟举行的声音逐渐升高，日本政府和东京奥
组委一直宣称奥运会将在 7月 24日如期举行，
由于最近欧洲和美国的疫情恶化，加拿大奥委
会率先出来表示抵制，安倍晋三 23日终于松口
表示可以考虑奥运会推迟举行的方案。

东京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举行
新华社东京3月24日电 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日召
开电话会议，会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
组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疫情
形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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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火种将留在日本，东京2020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名称也不变。

建业官宣建业官宣冯卓毅离队冯卓毅离队
正式加盟正式加盟中甲中甲““升班马升班马””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
日，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正
式官宣，建业队名将冯卓毅
正式离队加盟成都兴城，标
志着今年他将身披中甲“升
班马”成都兴城的战袍出现
在绿茵场上。与此同时，成
都方面也官宣冯卓毅正式加
盟的消息。

冯卓毅 2016 年加盟河南
建业，2016—2019赛季代表球
队出战 106场。2019赛季，冯
卓毅出战 26 场，贡献 3 粒进
球。2019年 9月 14日，建业主
场与河北华夏幸福赛前，俱乐
部为冯卓毅举行“百场纪念仪
式”，以此感谢他为球队做出的
贡献。

虽然建业足球俱乐部未能

挽留住冯卓毅，但对于他本人
的选择予以尊重和理解。最
终，冯卓毅以自由身的身份离
开建业，选择回到他足球梦开
始的地方——成都。俱乐部
感谢冯卓毅为河南足球做出
的努力与付出并送上祝福：

“航体的绿茵铭刻着你身经百
战的记忆，更书写着你征战未
来的序章。愿踏向新征程的
你继续勇往向前，为成都足球
发展续写辉煌！”

冯卓毅出自成都谢菲联
青训，这次重回成都也算是落
叶归根，回到了自己职业生涯
开始的地方。上赛季他与周
定洋、伊沃组成的中场三人组
可攻可守，帮助建业队取得了
出色的成绩。

关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的
争论终可告一段落。鉴于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蔓延，国际奥委会 24 日正式
宣布，原定于今夏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将
延期至最晚明年夏天举行。现代奥运
会120余年历史上，首次因非战争原因
未能如期举行。

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断。筹办奥
运会是一项有着严格时间表的系统工
程。从参赛运动员到观众游客，从赞助
企业到电视转播商，从东道主到各单项
国际体育组织，奥运会涉及的利益太广
太复杂。宣布改期固然容易，但牵一发
而动全身，延期举办不仅会大幅增加东
道主的举办开支，更会打乱整个国际体
坛赛事体系的运转周期。最关键的在
于，由于疫情何时结束的不确定性，即使
奥运会延期，也难以迅速定下一个令各
方均满意的新日期。因而，当欧锦赛、法
网等大赛或延期或取消时，对于东京奥
运会何去何从，国际奥委会难下决定。

从起初坚称没有“B计划”，到后来

“松口”表态考虑将延期举办作为备选
方案，再到如今官宣最晚延期一年，国
际奥委会随疫情变化走一步看一步。
看似被动无奈的背后，是其务实与慎重
的作风。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奥委会始
终未忘“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宗旨，决策
过程中积极与运动员代表对话沟通，争
取理解与支持。将奥运会推后举办的
决定，亦是出于“以保护每个人的身体
健康为先”的考虑。

危机总会发生。但如何应对危机，
能看出一个组织的管理和领导水平。
过去一百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的冲击，经历过“冷战”时期的大规模抵
制，经历过慕尼黑奥运会“黑九月”事件
以及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每一次
国际奥委会都正确应对，渡过了难关。

当下，奥林匹克运动又面临一个艰
难时刻。疫情波及五大洲，让奥运会如
期举办的努力化为泡影。尽快确定新
的奥运会举办时间，将延期的不利影响

和损失降至最低，迫切需要奥林匹克运
动参与各方的团结合作。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赛期如何调
整，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令各方满意，
因此只有秉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
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做到相对公平，才能
共克时艰。

奥运会之所以能超越民族种族、意
识形态、文化背景等差异而成为全人类
的共同庆典，盖因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
团结、进步、友谊。地球上形形色色的
人，汇聚在五环旗下，表达的是对共建
人类美好未来的渴望与信心。

正如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今
晚的联合声明所言——“在这个困难时
期，东京奥运会可以成为世界的希望灯
塔，奥运火炬可以成为在黑暗中照亮世
界的希望之光”，人类终将战胜疫情，哪
怕赛场一时沉寂，只要希望之火不灭，
终有冲破黑暗之时。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高鹏 姬烨

让奥运圣火之光照亮前路

今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