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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1 月 25

日，在美国阿肯色州进行

的一站世界田联室内巡回

赛赛事中，来自美国

的里约奥运会冠军

克劳瑟以22米82的

成绩打破室内男子

铅球世界纪录。

比赛在阿肯色

州的费耶特维尔进

行，克劳瑟第一投就

获 得 22 米 82 的 成

绩，一举打破世界纪

录，此前世界纪录为

22米66，是由另一名美国选

手巴恩斯在1989年创造。

“2021 年第一次参加

比赛，第一投就是这么不

错 的 成 绩 ，算 是 给 我 的

2021 年开了一个好头。奥

运年我一般会逐步找到感

觉，逐步提高成绩。通常来

讲我应该在六七月份达到

这个水平，但没想到取得

这样的开门红，我觉得我

应该还能提高。”现年28岁

的克劳瑟说。

在 2016 年的里约奥

运会上，克劳瑟以22米52

的成绩获得男子铅球冠

军。 （王集旻）

新华社消息 1 月 25

日凌晨，德甲领头羊拜仁

客场 4：0 大胜沙尔克 04。

由于排名第二的莱比锡和

排名第三的勒沃库森在本

轮纷纷落败，拜仁将领先

优势扩大到7分。

本场比赛基米希完成

3次助攻，为拜仁获胜立下

汗马功劳。第33分钟，基米

希在前场右路精准传中，

穆勒门前头球首开记录。

下半场第 54 分钟，基米希

在中场送出一脚近40米的

长传，莱万多夫斯基

在后卫和门将的防

范下将球送入网窝，

打进本赛季个人第

23粒入球。

两球领先的拜

仁仍不“心软”。第88

分钟，基米希开出任

意球，穆勒中路高高

跳起，头球再下一

城。31岁的老将穆勒

本赛季已经奉献 9 粒联赛

入球，在队内仅排在莱万

多夫斯基之后。比赛结束

前，中后卫阿拉巴一脚 20

米开外远射锦上添花，将

比分定格在4：0。（魏 颀）

克劳瑟打破室内铅球世界纪录 4球大胜 拜仁扩大领先优势

新华社消息 1 月 25

日，东京奥组委大会运营

局局长山下聪说，东京奥

运会要想如期举行，必须

将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到一

定的程度，同时要保证提

供稳定的医疗保障。

山下聪是在接受日本

放送协会（NHK）的采访时

作上述表示的。由于包括东

京都在内的日本多个地区

仍然处在紧急状态，原本要

为奥运会提供医疗服务的

医务人员担心他们难以完

成必要的准备工作。

根据奥组委原来的计

划，由于疫情恶化，奥运会

有关医疗方面的筹备和培

训工作都已经推迟。很多人

担心，由于全日本的医疗机

构都在紧张抗击疫情，恐怕

很难按时为奥运会召集到

足够数量的医务人员，必要

的培训更难以完成。

世界卫生组织（WHO）

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

尔·瑞安也表示了山下聪

同样的看法。据共同社报

道，瑞安在日内瓦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是否举

办东京奥运会“必须基于

科学依据和当时的危险性

来判断”，呼吁遏制新冠疫

情蔓延是“通往举办奥运

的最佳道路”。

不过，瑞安同时指出，

WHO 从公共卫生的观点

向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

提供建议，但“不会决定是

否应该举办奥运会，也不

会（朝着得出结论）进行调

停”。 （王子江）

东京奥组委：疫情控制到一定程度是举办奥运会的前提

跳水
奥运选拔赛
武汉站落幕

新华社消息 1月

24日，2021年跳水项目

东京奥运会、世界杯选

拔赛（第二站）迎来收

官战，名将发挥稳健，

杨健与王涵分别夺得

男子 10 米跳台、女子 3

米跳板冠军。

在前一天举行的

女子 3 米板半决赛中，

曾获女子3米板大满贯

的施廷懋发挥稳定，以

416.80 分排在首位，王

涵以 409.20 分紧随其

后。在决赛中，王涵与

施廷懋在5轮比赛中均

选择同样动作，比分紧

咬 。最 终 ，王 涵 以

412.20 分的总成绩夺

得冠军，施廷懋落后

4.5分，获得亚军。陈艺

文以 385.20 分位居第

三。

男子 10 米台半决

赛、决赛均在 24 日上

演，对运动员体力提出

较大考验。在最后一轮

比赛中，世界杯冠军得

主杨健以难度系数高

达 4.1 的 动 作 ，取 得

104.55 分 ，最 终 以

595.80 分强势夺冠。练

俊杰、陈艾森分获亚军

与季军。 （乐文婉）

小飞机失事
帕尔马斯4名球员
和俱乐部主席身亡

新华社消息 当地时

间1月24日，巴西帕尔马斯

足球俱乐部确认，一架载有

该俱乐部部分球员的飞机当

日在北部托坎廷斯州起飞后

发生事故，4名球员、俱乐部

主席和飞行员共6人身亡。

帕尔马斯俱乐部发表

声明说，24 日上午一架载

有俱乐部主席卢卡斯·梅拉

的小飞机在前往戈亚尼亚

参加比赛时坠毁，机上所有

人身亡。除了梅拉，遇难者

还包括4名球员和飞行员。

据巴西当地媒体报

道，飞机在起飞不久后随

即坠毁在跑道的尽头，并

开始起火。事故原因正在

调查中。

帕尔马斯俱乐部大部

分球员在23日已经抵达戈

亚斯州的戈亚尼亚市准备

参加于25日举行的“维尔德

杯”比赛。巴西足协当日下

午确认，因为事故比赛将推

迟。比赛的对手维拉诺瓦队

也发表声明，对事故表示遗

憾，并将配合比赛的延期。

包括2016年遭遇严重

空难的沙佩科恩斯俱乐部

等巴西多个俱乐部均发表

声明，表达对这次事故的哀

悼。巴西足协还表示，当日

所有比赛开始前都将默哀

一分钟。（赵 焱 陈威华）

新华社消息 3 天前

败走英超赛场的利物浦25

日凌晨再遭重击，他们在

先入一球的情况下以 2：3

不敌曼联，止步足总杯第

四轮。

两队上周刚刚在英超

比赛中碰面，结果利物浦

主场与对手0：0互交白卷。

如今转战老特拉福德进行

足总杯对抗，两队的首发

阵容都接近全主力。

急需提振士气的利物

浦率先有所斩获，由萨拉赫

第18分钟接菲尔米诺的直

塞球灵巧破门。不过，曼联

8分钟后即扳平比分。拉什

福德左路大脚传球找到右

路插上的格林伍德，英格兰

小将胸部停球后低射命中。

易边再战仅3分钟，利

物浦后卫威廉姆斯防守失

误，拉什福德没有浪费机

会，快速带球杀入禁区后施

射远角得手，助曼联2：1领

先。但曼联不久后就因中后

场传球失误“送礼”，利物浦

快速反击，萨拉赫再中一

元。此后，曼联换上中场大

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葡

萄牙人果然“出脚不凡”，第

78分钟一记直接任意球破

门帮助红魔3：2胜出。

22 日，身为英超卫冕

冠军的利物浦刚刚爆冷，

以 0：1 不敌排名下游的伯

恩利，自 2017 年 4 月以来

首次在英超主场比赛中失

利，英超近5轮3平2负，联

赛排名暂列第四。如今，他

们又早早从足总杯出局，

但主帅克洛普表示“看到

了球队向正确方向前进的

很多迹象”，因此“不用为

我们担心”。

领跑英超的曼联则已

确定在足总杯第五轮中对

阵西汉姆联。主帅索尔斯克

亚称：“我们在一点点地提

升，不断打赢硬仗，所以球队

的士气和信心都非常棒。”

另外，曼城、莱斯特

城、埃弗顿、切尔西等英超

劲旅都已挺进第五轮。阿

森纳则不敌南安普敦止步

第四轮。 （张 薇）

费尔南德斯庆祝进球费尔南德斯庆祝进球

克劳瑟克劳瑟

莱万进球后庆祝莱万进球后庆祝

4天内两败
利物浦不敌曼联止步足总杯第四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