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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资讯 

奥林匹克动态 

#国际奥委会 
12 月 19 日，奥林匹克运动的官方出版物《奥林匹克评论》最新一期出版。刊物深入探讨了

体育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如何通过“奥林匹克主义 365
（Olympism 365）”战略确保体育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详情见链接： 
https://olympicreview.touchlines.com/119/1-1/ 
 
12 月 21 日，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成员参加保护协调员培训课程。作为国际奥委会加强

体育运动安全保障工作的一部分，该课程旨在帮助运动员委员会成员成为安全体育的倡导者，

并充分了解如何应对运动员向他们举报的体育运动中所遭遇的不良行为、骚扰或虐待。 
 
#国际残奥委会 
12 月 22 日，国际残奥委会（IPC）发布 2021-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尽管受到新冠疫

情的影响，国际残奥委会 2021 财年的收入仍接近于上一财年的三倍，从 1920 万欧元（约合

1.4226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5340 万欧元（约合 3.9567 亿元人民币）。详情见链接： 
https://www.paralympic.org/news/ipc-publish-2021-2022-annual-report 
 
#东京 2020 
12 月 22 日，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会计检察院（审计机构）公布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总成

本为 1.7 万亿日元（约合 895.73 亿元人民币），比东京奥组委计算的成本高出 20%，主要包

括当局承担的一系列费用，如反兴奋剂、运动员训练、奥运村及赛场的食品供应等。会计检

察院敦促日本政府“今后实质性参与重大活动时，应及时公开全部成本。” 
 
12 月 22 日，青木集团（Aoki Holdings Inc.）前董事长及两名高管在法庭上承认贿赂东京奥组

委高管高桥治之以获取赞助商地位。 
 
12 月 26 日，涉及东京奥运会赞助权贿赂案的东京奥组委前高管高桥治之获保释，保释金为

8000 万日元（约合 418.56 万元人民币）。 
 
#巴黎 2024 
12 月 20 日，南巴黎 6 号竞技场（South Paris Arena 6）和位于里尔市的皮埃尔·莫鲁瓦体育

场（Stade Pierre-Mauroy）已经被确认作为巴黎奥运会手球比赛的场地。6 号竞技场将举办预

赛阶段的比赛，莫鲁瓦体育场将举办淘汰赛阶段的比赛。 
 



12 月 20 日，国际田联（World Athletics）公布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标准。几乎所有

田径项目达标标准进一步提升。详情见链接： 
https://assets.aws.worldathletics.org/document/63a1742ced7e871d1a269206.pdf 

 
12 月 20 日，国际马术联合会（FEI）重新召集东京奥运会马术场地设计师设计巴黎奥运会障

碍赛和三项赛场地。 
 
12 月 20 日，国际现代五项联合会（UIPM）确认将作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预选赛的 2023
年世界杯系列赛日期。详情见链接： 
https://www.uipmworld.org/news/road-paris-uipm-releases-2023-competition-key-dates 

 
12 月 21 日，国际皮划艇联合会（ICF）公布 2023 赛季赛程，其中包括巴黎奥运会项目资格赛

日程。详情见链接： 
https://www.canoeicf.com/news/icf-unveils-schedule-changes-olympic-qualifying-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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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总部位于孟买的媒体巨头

Viacom18 获得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在印度和亚

洲次大陆的独家媒体权。转播将覆盖孟加拉国、

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

斯里兰卡。 
 
 
 
 

 
12 月 22 日，国际游泳联合会（World 
Aquatics）宣布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

2024 年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将允

许男运动员参与。男运动员将有资格参

与团体赛，每队的 8 名运动员中将最多

允许有 2 名男运动员。 
 
12 月 22 日，国际游泳联合会（World 
Aquatics）明确了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各

个项目的参赛资格规则。详请见链接： 
https://www.fina.org/news/2990701/w
orld-aquatics-updates-and-clarification-
on-the-paris-2024-rules-and-qualification-men-eligible-to-compete-in-artistic-swimming 
 
12 月 22 日，Reddentes Sports 获得巴黎残奥会在亚洲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独家转播权。巴黎奥

组委主席埃斯唐盖表示扩大残奥会的转播范围并赋予残奥会运动员更多权力，将有助于提高

他们的知名度并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广播公司在其中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12 月 23 日，法国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奥运相关法案。如果在 1 月 24 日获得参议院通过，该

法案将允许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以管理人流为目的、“采用智能但匿名的算法”使用监控

摄像头系统；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此前不允许周日营业的商家可以在周日营业；火炬

接力的 3 个月期间，赞助商可以在火炬途经的名胜附近有限期地设置广告牌；发放可为行动

不便的残疾人服务的 10 万个新出租车牌照；允许外国持证医生赛会期间在法国问诊等。 
 
#米兰-科尔蒂纳 2026 
12 月 19 日，意大利基础设施和交通部决定投资 3300 万欧元（约合 2.44 亿元人民币）用于基

础设施遗产项目建设。 
 
#洛杉矶 2028 
12 月 21 日，将举办 2028 年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洛杉矶 SoFi 体育场推出了新的虚拟现实

（AR）技术。该技术使观众能够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与现场进行连接，获得专为主场体育

迷设计的特定内容。 

https://www.fina.org/news/2990701/world-aquatics-updates-and-clarification-on-the-paris-2024-rules-and-qualification-men-eligible-to-compete-in-artistic-swimming
https://www.fina.org/news/2990701/world-aquatics-updates-and-clarification-on-the-paris-2024-rules-and-qualification-men-eligible-to-compete-in-artistic-swimming
https://www.fina.org/news/2990701/world-aquatics-updates-and-clarification-on-the-paris-2024-rules-and-qualification-men-eligible-to-compete-in-artistic-swimming


 
12 月 22 日，洛杉矶前市长埃里克·加希蒂（Eric Garcetti）卸任前签署的一系列绿色法案有

助于 2028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实现可持续性目标。法案包括禁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一次性塑

料制品、新建建筑物除少数例外全部使用电动加热器和炊具等。 
 
#布里斯班 2032 
12月 22日，昆士兰州社区、住房和数字经济部颁布“我们的社区 2032（Our Communities 2032）”
战略，旨在借助举办 2032 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东风，将该州规划成一个理想的生活

和工作场所。 
 
#欧洲奥委会 
12 月 19 日，欧洲奥委会（EOC）会议批准制定 2030 年战略议程。EOC 未来 7 年的路线图将

与国际奥委会 2020+5 议程的建议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实施 2022 年 12 月 10 日修订的欧

洲奥委会道德准则。 
 
#非洲运动会 
12 月 20 日，加纳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 30 亿美元（约合 209.31 亿元人民币）的救助

协议。加纳政府批准承包商完成 2023 年阿克拉非洲运动会设施的建造工程。 
 
#SportAccord 
12 月 19 日，马丁·吉布斯（Martin Gibbs）已被确认为 SportAccord 的新任常务董事。 
 

联合会动态 

#足球 
12 月 18 日，欧洲法院（ECJ）于 12 月 15 日发布一项重要法律意见支持欧足联（UEFA）和国

际足联（FIFA）向参加未经批准的联赛的俱乐部发出制裁威胁，这意味着举办欧洲超级联赛

（ESL）的计划在目前的足球生态下几乎成为泡影。 
 
12 月 19 日，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前两周仅接待了 76.5 万名游客，远



低于此前设定的 120 万人的预期目标。 
 
12 月 19 日，国际足联预测，48 支球队参加的 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可将国际足联 2023-2026
周期的收入推高至 110 亿美元（约合 765.76 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 
 
#网球 
12 月 21 日，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公布 2022 年年度世界冠军奖，西班牙球员纳达尔和波兰

球员斯维泰克分获男单和女单奖项，其他奖项详情见链接： 
https://www.itftennis.com/en/about-us/itf-events/itf-world-champions-awards/overview/ 
 
#羽毛球 
12 月 20 日，国际羽毛球联合会（BWF）宣布与银行巨头汇丰银行延长赞助协议直至 2026 年。 
 
#自行车 
12 月 20 日，国际自行车联合会（UCI）公布 2023 年小轮车世界杯赛历，详情见链接： 
https://www.uci.org/pressrelease/the-uci-unveils-the-2023-uci-bmx-racing-world-cup-calendar/6F
5wazyptVKQjAtQuSN0QI 
 
12 月 21 日，国际自行车联合会（UCI）公布 2023 年山地自行车世界杯赛历，详情见链接： 
https://www.uci.org/pressrelease/uci-and-warner-bros-discovery-announce-full-calendar-for-the-
2023-uci/7v15MAMobpVQSwcY0JpjrG 
 
12 月 23 日，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公布对国际公路赛男子项目积分制的修改。三大环（环法、

环意和环西）积分将增加、五大“古典”单日赛（米兰-圣雷莫、环法兰德斯、巴黎-鲁贝、列

日赛和环伦巴第）将比其他单日赛获得更多积分、增加世界巡回赛（UCI WorldTour）和职业

系列赛（UCI ProSeries）季军之后的排名所获的积分、增加奥运会和 UCI 公路世锦赛（UCI Road 
World Championships）的积分。另外，车队世界排名计算规则由此前每队前 10 名车手获得的

总积分变为前 20 名车手的总积分。 
 
#拳击 
12 月 22 日，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IBA）确定 2023 年新德里女子拳击世锦赛日期，比赛将

从 3 月 15 日持续至 31 日。 
 
12 月 22 日，国际奥委会再次警告国际业余

拳击联合会，或将拳击项目排除在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之外。此举的原因为本月早些时

候 IBA宣布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续

签赞助合同、禁止选手和成员协会参与 IBA
以外的赛事并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选手

参与 IBA 赛事。 
 
12 月 24 日，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主席克里

姆列夫（图右）称该组织受到国际奥委会的

“迫害”是因为他是俄罗斯人，国际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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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操纵运动员和拳击项目。 
 

12 月 26 日，美国拳击协会首席执行官批评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主席克里姆列夫对国际奥委

会的攻击。他表示美国拳击协会将尽可能确保拳击项目被继续留在奥运会，甚至支持成立另

一个组织来确保拳击在奥运会的地位。 
 
#现代五项 
12 月 24 日，国际现代五项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亚西尔·赫夫尼（Yasser Hefny）表示，

对于无法开展马术项目的非洲国家来说，由障碍赛取代马术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国家参

与到现代五项运动中。 
 
#冰壶 
12 月 19 日，国际冰壶联合会（WCF）理事会会议将针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运动员的禁赛期

限延长至 2022-2023 赛季。根据 WCF 章程 C1（b），理事会认为两国运动员参赛会损害赛事或

让参与者的安全或赛事的良好秩序处于危险之中。 
 
#棒、垒球 
12 月 24 日，国际棒、垒球联合会（WBSC）执行委员会决定将首届 U-23 男子垒球世界杯

（Under-23 Men's Softball World Cup）举办权继续交给阿根廷。该赛事原定于 2021 年举办，

后推迟至 2023 年进行。 
 
#电子竞技 
12 月 20 日，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GEF）宣布与总部位于利雅得的 VOV 
Gaming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板式网球 
12 月 22 日，国际板式网球联合会（FIP）主席路易吉·卡拉罗（Luigi Carraro）对该项目被纳

入 2023 年欧洲运动会表示欢迎，并表示这将有助于板式网球项目的成功。 



 
 
#国际体育仲裁庭 
12 月 16 日，国际体育仲裁庭（CAS）公布 2023 年至 2026 年理事会成员名单，中国法官薛捍

勤位列理事会成员名单。详情见链接： 
https://www.tas-cas.org/fileadmin/user_upload/ICAS_Media_Release_-_Composition_of_ICAS_20
23-2026.pdf 
 

各国动态 

#法国 
12 月 19 日，法国柔道协会（FFJ）竞技总监拉尔比·本布达乌德（Larbi Benboudaoud）辞职，

他表示在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 18 个月时将男队教练克里斯托夫·加利亚诺辞退存在重大风险。 
 
12 月 22 日，2024 年环法自行车赛“盛大发车（Grand Départ）”将首次在意大利举办。 

 
12 月 23 日，法国足协致信阿根廷足协，对其国家队球员在获得 FIFA 世界杯的庆祝活动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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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球员的侮辱表达不满。法国体育部长也批评阿根廷是“不优雅的赢家”。 
 
#德国 
12 月 18 日，德国奥委会（DOSB）对联邦政府对能源价格的控制决议获得批准表示欢迎，称

此举将为全德 87000 个非营利性体育俱乐部和协会提供急需的救济。 
 
12 月 19 日，德国足协与 IMG 合作，力图推动德国联赛在亚太地区的商业增长。 
 
12 月 20 日，德国联邦环境部“环境与体育”咨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能源、体育设施和

可持续性的立场声明。详情见链接： 
https://cdn.dosb.de/user_upload/www.dosb.de/Sportentwicklung/Umwelt_Nachhaltigkeit/Beirat-
Umwelt-u-Sport_Stellungnahme-Energiekrise.pdf 

 
 
#澳大利亚 
12 月 19 日，尽管上周末举行的 A 联赛墨尔本德比赛中出现袭击球员和球迷投掷照明弹的情

况，澳大利亚足球协会（Football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坚

称明年的女足世界杯没有安全担忧。 
 
12 月 21 日，澳大利亚体育学院（AIS）推出奥运会、残奥会和英联邦运动会高级教练导师试

点项目。11 名不同体育项目的资深教练将在 12 个月内指导 13 名实习教练，在教练的学习和

培养过程中为他们提供重要的支持和指导。详情见链接： 
https://www.ais.gov.au/media-centre/news/ais-launches-coach-mentorship-program 
 
#俄罗斯 
12 月 19 日，俄罗斯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协会表示将于 2023 年 3 月与友好国家举办跳台滑雪

锦标赛。 
 
12 月 20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文化和体育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斯维谢夫（Dmitry Svishchev）
表示，俄罗斯必须在国际奥委会管辖范围之外建立和发展体育联盟。 
 
12 月 20 日，斯坦尼斯拉夫·波兹

尼亚科夫（Stanislav Pozdnyakov/右
图）连任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主

席。他表示如果俄罗斯运动员无法

参加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俄罗斯将

采取另一种奥林匹克体育计划。 
 

12 月 21 日，罗迪翁·普里图欣

（Rodion Plitukhin）当选俄罗斯奥委

会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森格列夫

（Vladimir Sengleev）将继续担任该

组织总干事，俄罗斯手球协会主席

谢尔盖·希什卡廖夫、冬季奥林匹克体育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科任、大陆冰球联盟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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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is.gov.au/media-centre/news/ais-launches-coach-mentorship-program


主席根纳季·蒂姆琴科和俄罗斯艺术体操协会主席瓦西里·季托夫当选该组织副主席。 
 
12 月 22 日，俄罗斯体育部长奥列格·马蒂钦（Oleg Matytsin）表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体

育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低效的。 
 
12 月 26 日，俄罗斯残奥委会（RPC）向国际残奥委会仲裁庭提出动议，要求暂时解除对其运

动员的制裁。这意味着在仲裁庭做出最终裁决前，俄罗斯残奥选手参与巴黎残奥会资格赛将

不受国际残奥委会的制裁影响。 
 
#白俄罗斯 
12 月 26 日，白俄罗斯奥委会与俄罗斯柔道协会就举办联合训练营和区域比赛进行了讨论，

在两国共同发展柔道项目。 
 
#日本 
12 月 21 日，日本奥委会和札幌市已决定暂停申办 2030 年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努力。札幌

市长秋元克广表示，暂停并非放弃申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但强调“在申办过程中，首先是

努力消除国民的不安和不信任，而不是不管不顾地胡乱向前冲，必须在国民支持的基础上推

进”。 
 
#沙特阿拉伯 
12 月 20 日，沙特阿拉伯足球协会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与加纳、厄瓜多尔和孟加拉等多国签

署谅解备忘录。 
 
#加纳 
12 月 21 日，加纳奥委会主席本·努努·门萨（Ben Nunoo Mensah）敦促该国政府将其体育

重点从足球转移到其他项目，否则小众运动项目将面临消亡的风险。 
 

反兴奋剂动态 
12 月 25 日，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WADA）前主席理查·庞

德（Richard Pound/左图）在接

受 insidethegames 的独家专访

时表示，目前的赛外检测形同

儿戏，通知过程需要太多时间，

应加快处理流程，达到真正的

震慑目的。 
 



警示录 

短跑运动员马克·奥迪亚姆博（Mark Otieno Odhiambo）、波尔图马拉松赛冠军爱丽丝·基穆

塔伊（Alice Jepkemboi Kimutai）、马拉松运动员梅约·基贝特（Mayo Johnstone Kibet）成为被

国际田联田径诚信小组（AIU）采取临时禁赛处罚的最新 3 名肯尼亚运动员。 
 
国际田联田径诚信小组（AIU）根据莫斯科实验室获得的历史数据正式撤销俄罗斯选手娜塔莉

亚·安秋赫（Natalya Antyukh）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的 400 米栏金牌。 
 
又有 2 名肯尼亚选手遭禁赛。2021 年波士顿马拉松赛女子组冠军黛安娜·基比凯（Diana 
Kipyokei）和 2017 年巴黎马拉松赛冠军普尔提·里奥诺里波（Purity Cherotich Rionoripo）因

使用禁用物质并篡改信息被国际田联田径诚信小组长期禁赛。 
 
奥运三冠王、中国举重运动员吕小军因 10 月 30 日的赛外检测样本出现促红细胞生成剂（EPO）
不利结果被国际反兴奋剂独立检测机构（ITA）暂时禁赛。 
 

科研前沿 

某些肠道细菌可增进锻炼动机 

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研究团队主导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一些生存在肠道中

的细菌可通过激活肠道中的神经的途径提升人们的锻炼欲望。这一近日刊载于《自然（Nature）》
杂志上的研究揭示了细菌促进运动表现的肠道-脑通路。 

在这一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实验室内饲养一大群小鼠中某些个体的跑动能力好于其他同

类主要是因为其肠道中存在某些特定种类的细菌。他们最终确定这一效应是某些细菌代谢物

刺激肠道感觉神经，继而增强运动时大脑动机控制区域活跃度导致的。 
“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人体也存在类似的通路，就可以确立一条通过增加运动水平改善大

众健康的有效途径。”——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宾州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泰斯（Christoph 
Thaiss）博士说。 

泰斯和他的同事共同开展的此项研究旨在拓宽运动表现决定因素的认知。为此他们对一

群具有基因多样性的小鼠的基因序列、肠道细菌种类、血液内代谢及其他相关数据进行了记

录。他们还对这些动物每日跑笼内自主跑动距离和时长进行了测量。 
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法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分析以求揭示某些个体动物跑动表现显著好

于同类的最佳解释。他们意外发现，基因差异对跑动表现差异的贡献很小，而肠道菌群的差

异则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实际上他们发现利用广谱抗生素完全杀灭小鼠的肠道细菌将导致其

跑动表现折半。 
最终这一长达一年由宾州大学和其他十多个其他研究机构参与的科学研究确定两种可以

产出脂肪酸酰胺（FAAs）的细菌——直肠真杆菌和规则粪球菌同更优的跑动表现关系密切。

其后续机制则包含肠道通过脊柱连通到大脑的感觉神经及其上面上名为 CB1 内源性大麻素受

体。而刺激这些 CB1 受体嵌合神经会导致运动时大脑腹侧纹状体区域多巴胺这一神经递质水

平上升。纹状体是大脑奖励和动机网络种的重要节点。研究人员认为运动时这一区域的多巴



胺水平上升会提升运动欲望进而增益运动表现。 
目前，该团队正着手探究人体中是否存在类似的肠-脑通路机制。该团队认为，这一发现

不仅能为提升普通人跑动量，优化高水平运动员表现提供助力，还可为成瘾和抑郁等心理问

题的治疗提供更为简单的情绪和动机改善方法。 
原文： 
Dohnalová, L., Lundgren, P., Carty, J.R.E. et al. A microbiome-dependent gut–brain pathway 
regulates motivation for exercise. Nature, 2022 DOI: 10.1038/s41586-022-0552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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