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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女排训练营
26人感染新冠

新华社曼谷5月12日电（任芊）泰国排
球协会 12 日发布声明称，泰国国家女子排
球训练营共有 26 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不
得不退出即将于本月底在意大利举行的世
界排球联赛。

根据泰国排球协会发布的这项声明，4
名协助球队备战比赛的训练师 11日被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随后包括女排队员、教练以
及工作人员在内的共 37人当天接受核酸检
测，其中 22人确诊，全部是无症状感染者，
并已于 12日送医治疗，目前状况相对稳定。

泰国女排自 4月 20日起一直在位于曼
谷西部的佛统府集中训练，以备战世界排球
联赛。声明中说，由于确诊人数较多，泰国
女排不得不决定退出世界排球联赛，并通知
国际排联。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许仕豪
姬烨）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
洛桑当地时间 12日表示，尽管当前民
意调查显示多数日本民众反对举办东
京奥运会，但他相信随着“历史性”的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日本国内民意将
转为支持奥运。

在线上发布会之前，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了日本目
前的疫情防控情况。东京奥组委主席
桥本圣子称，国际奥委会对东京的工
作表达了支持和赞赏。

距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

东京奥组委面临着汹涌的舆论压力。
日本的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居高不
下。日本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达 59%
的日本民众希望取消东京奥运会。

线上发布会上，亚当斯表示，理解
社会各界的担忧，但对东京奥运会依
然非常有信心，“我们会倾听舆论，但
不会被它随意引导。”他补充道，“当奥
运会举行时，日本人民将为这一历史
性时刻感到自豪，我们会看到公众对
奥运会的强烈支持。”

“舆论有起有落。我们必须从更
长远的角度考虑民意。就目前情况来

看，我们正在全速前进，坚持为这届赛
会做着计划。我们必须这样做。”亚当
斯说。

当天的发布会被一名伪装成记者
的抗议者打断。他挥舞着一条写着

“No to Olympics”（反对奥运会）的横
幅，高喊着“任何地方都不要举办奥运
会”，视频线路随即被切断。

亚当斯表示，目前已有约 7800名
运动员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占
总数的 70%；另外 10%将在 6月 29日前
获得资格，还有大约 20%的参赛资格会
根据具体项目的世界排名来决定。

称民意支持率低并不影响东京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发布会遭抗议者打断

切尔西失误
送阿森纳胜利

新华社伦敦5月12日电（记者张薇）切
尔西 12日因若日尼奥的一次回传失误遭遇
败局，被阿森纳小将罗维打入全场唯一进
球。0:1的失利意味着切尔西要想稳住英超
第四的排名还需努力。

第 16分钟，意大利中场若日尼奥回传不
设防，压根没注意门将凯帕并没有在门前把
守。尽管凯帕连忙跑回奋力扑出皮球，但罗
维随后接奥巴梅扬助攻打空门得手。

此后的时间切尔西占据绝对主动却得
势不得分，虽然 36轮过后继续排名第四，但
倘若利物浦接下来两场获胜，就将在最后两
轮前与“蓝军”的分差缩小到 1分。

切尔西主帅图赫尔赛后坦言，失利完全
是自己球队的问题，他们创造了那么多好机
会都没有得分，而对手的进球基本可以算是
他们送上的乌龙大礼。“总而言之，我们的进
攻不够犀利，没有打出以往的强度”。

德国教头表示，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他
对首发进行了太多调整，“我要为此负全责，
而这也为我们敲响了最后的警钟”。

切尔西联赛最后两轮的对手都不是“软
柿子”，他们 18日将主场对阵以两分优势排
名第三的莱斯特城，23日客战本赛季开局抢
眼、目前暂列第 11的阿斯顿维拉。

AC米兰7:0
横扫都灵

新华社罗马5月12日电（黎梦青）意大
利足球甲级联赛第 36轮的比赛 12日继续进
行，国际米兰主场 3:1战胜罗马，将主场连胜
纪录刷新为 15 场；AC 米兰客场 7:0 横扫都
灵，特奥“双响”，雷比奇“戴帽”。

国际米兰当日继续轮换队员，门将拉杜
本赛季首次获得首发出场机会。尽管罗马
在比赛伊始更具威胁，但是“蓝黑军团”的效
率显然更高，在第 11 分钟由布罗佐维奇推
射破门，先拔头筹。第 20分钟，卢卡库接巴
雷拉长传后，助攻贝西诺为国米再进一球，
比分变为 2:0。第 31分钟，凭借一次默契的
团队配合，罗马由姆希塔良扳回一分。

易边再战，罗马攻势愈加猛烈，但是却
久久未能如愿破门，其中包括哲科一次射门
击中立柱。比赛尾声，阿什拉夫助攻卢卡库
再进一球，最终将比分锁定在 3:1。

都灵迎战米兰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
相当重要，主队在降级区的边缘徘徊，而米
兰只有获胜才能与积分榜第二的亚特兰大
继续积分相同。“红黑军团”完全主宰了当日
的比赛，上演了一场进球盛宴。特奥在第 19
分钟先拔头筹，几分钟后，凯西凭借一粒点
球扩大领先优势。下半时，迪亚斯和特奥分
别再进一球，而当晚的“明星”非雷比奇莫
属，他从第 67分钟开始，连入三球，上演“帽
子戏法”，最终助米兰 7:0大胜对手。

5 月 13 日凌晨，意甲联赛第 36 轮
卫冕冠军尤文图斯做客对战萨索洛。
上半场博努奇犯规送点，布冯将点球
扑出；随后拉比奥远射得分，C罗也打
进了他在尤文的第 100球。下半场比
赛，萨索洛扳回一球，迪巴拉也完成百
球纪录。最终，尤文图斯在客场 3：1击

败萨索洛，积 72分依然排在第 5位。
C罗只用了三个赛季就达成了百

球成就，为队史最快——加盟至今，C
罗为尤文图斯出战131场，打进100球。

此外，C罗在英超、西甲和意甲都
完成了百球，成为历史第一人——C
罗为曼联打进 118球，为皇马打进 450

球，为尤文打进了 100球，为葡萄牙国
家队还打进了 103球。

赛后，C 罗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为我的球队打进 100粒进球总是一种
很特别的感觉。我为能够打进百球的
成绩而骄傲，为帮助尤文取得比赛的
胜利而高兴。” 据澎湃新闻

C罗斩获尤文百球

由于新冠疫情严重，日本至少 31
座城镇放弃接待前来参加东京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海外运动员，取消原定文
化交流活动。

日本共同社 12日援引政府消息源
报道，原定接待海外运动员的 528座日
本城镇中，已有至少 31 座放弃该计
划。这些城镇先前响应政府号召，报
名在东京奥运会开赛前接待外国运动

员，为其提供赛前训练场地，并组织他
们与当地市民和学生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

日本西部岛根县奥出云町为此花
费 500万美元，翻新体育场馆，计划接
待印度曲棍球国家队。随着疫情恶
化，当地政府被告知，要为来访运动员
提供“气泡”式安全措施，包括定期检
测和医疗护理。当地政府 4月底宣布

放弃接待。一名政府官员说：“我们原
来希望世界一流的球队来访，给我们
的孩子展示球技，现在不可能了。”

还有一些城镇因为外国代表团取
消行程而放弃接待。日本千叶县政府
本月 12日说，由于担心疫情期间运动
员的安全，美国田径队取消原定计划，
不会在当地进行赛前训练。

据新华社电

日本多城放弃接待奥运选手

新华社里斯本5月13日电 据多家
葡萄牙媒体13日透露，C罗的母亲多洛
雷斯·阿威罗表示将尽力说服葡萄牙球
星回归出道母队葡萄牙体育队。

目前身在马德拉岛的阿威罗表
示，她即将前往都灵与C罗会合，接下
来会试着说服五届金球先生在下一年
回到里斯本效力。

C罗在13岁时离开家乡马德拉，来
到首都加盟了葡体青训营。2002-2003
赛季，C罗帮助葡萄牙体育队夺得葡超
级杯冠军。虽然在一个赛季后就离队
加盟了曼联，但C罗对出道母队感情深
厚。日前葡萄牙体育队夺得葡超冠军
时，C罗也在第一时间发文道贺。

C 罗与尤文图斯队的合同将在

2022年夏天到期。但“斑马军团”目前
在意甲中仅排名第五，有可能无法参
加下赛季的欧冠联赛。而葡萄牙体育
队已提前两轮夺得联赛冠军，确保了
下赛季欧冠小组赛的资格。据媒体分
析，尤文图斯队是否能在下赛季继续
参加欧冠赛事，有可能对C罗接下来
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C罗母亲：将说服儿子回归葡萄牙体育

国际奥委会 5月 12日提供的数据
显示，目前已有超过 7800名运动员获
得了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约占名额
总数的 70%，一些项目的入场券分配
已经完成。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2020 东京奥

运会延期一年举行，将于当地时间今
年 7月 23日揭幕。奥运会相关测试赛
与选手资格确认等工作也随之进行了
调整。

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目前东京
奥运会的名额分配比例已达到 70%，

超过 7800名运动员获得了参赛资格。
剩余 30%的名额中，20%将通过运动员
排名分配，还有 10%将通过接下来将
要举行的资格赛决出。

据悉，6 月 29 日是资格确认的截
止日期。 中 新

超7800名运动员已获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C罗庆祝进球。 图片来源网易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