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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波及之下，体育比赛面
临考验。

体育体现自我超越的精神，
展现生命的力与美，承载人类的
光荣与梦想。不过，当疫情正在
各国蔓延，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出
于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呵护，
体育比赛正退出耀眼的舞台，以
务实的态度告别看台上的观众。

当然，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如今体育存储的能量，必将在不
久的将来迸发出夺目的光彩。让
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
已经确定推迟，国足在世界杯预选
赛 40 强赛的最后 4 场比赛延期到
今年 10 月份、11 月份进行。目前
正在阿联酋集训的国足改变日程，
原计划是3月20日启程回国，现在
决定延长集训时间，3月25日从迪

拜返回国内。
中国足协在 3 月 6 日下发了

“春季大练兵”的通知，作为国家队
有必要树立一个榜样。国足目前
的热身赛计划有两场，即3月14日
对阵重庆力帆队，3月19日再安排
一场比赛，但对手尚未敲定。

在迪拜练兵

国足延长集训时间
本报记者 黄 岩

最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北京时间 3 月 12 日，意甲尤文
图斯俱乐部发布公告，球队25岁的
意大利籍球员鲁加尼被确诊为新冠
肺炎。虽然鲁加尼目前暂无症状，
但鲁加尼确诊的影响实在太大，不
仅尤文图斯队全体球员需要隔离，
甚至会引发欧洲足球全面停摆。

鲁加尼被确诊与疫情在意大利
蔓延密不可分。早在两周前，意丙
就陆续有球员患上新冠肺炎，这些
出现确诊病例的球队，近期都曾经
与尤文图斯 U23 青年队交手。正
因为如此，尤文图斯俱乐部对麾下
的球员进行了相关检测。

得知鲁加尼确诊的消息后，数
日前与尤文图斯队空场交锋的国际
米兰队马上中止了接下来的训练计
划，官方宣布停止俱乐部的一切竞
技活动，并对所有球员进行全面的
检测。现在看来，意大利职业联盟
让球队在空场比赛的决定是多么不
明智，疫情当前，已经容不得一丝风
险。此外，在与国际米兰队的比赛

结束后，尤文图斯队在更衣室里欢
庆时，鲁加尼、C罗均在其中。

严峻的形势，使得欧洲足坛对
疫情严肃对待。尽管北京时间3月
11日欧冠联赛1/8次回合比赛正常
进行，利物浦队主教练克洛普和马
竞主帅西蒙尼在赛前和赛后都没有
握手，而是以击肘的方式互相问候。

英超也无法保持“淡定”，本来
应该在3月11日进行的阿森纳队客
战曼城队的比赛宣布延期，原因自
然与蔓延的疫情有关。之前一天，
诺丁汉森林队老板马里纳基斯确诊
患上新冠肺炎，他同时也是希腊足
坛劲旅奥林匹亚科斯队的老板，问
题是，奥林匹亚科斯队 2 月 27 日在
欧联杯赛场与阿森纳队交锋时，马
里纳基斯不但来了，还和自己的队
员合影，甚至还和阿森纳队部分球
员见面聊天。不用说，隔离是必须
的。阿森纳队部分球员的隔离期并
不是从即日算起的 14 天，而是从 2
月27日那场比赛算起，因此这批被
隔离人员仅需自我隔离 2 天，这种

做法正确与否，有待时间检验。
欧洲五大联赛均已受到疫情波

及，目前意大利联赛已彻底停摆，法
甲、德甲和西甲则相继在本周安排
空场赛事，但很多人认为，疫情带来
的危险并非空场就能避免，而且在
空场的情况下踢比赛扭曲了体育竞
技的意义，暂停联赛是更好的选择。

比赛为健康让路的原则，不应
仅在欧洲足球联赛范畴，欧洲杯怎
么办也已打上问号。2020 年欧洲
杯的举办方式与以往不同，举办地
不再局限一个国家，而是由多个国
家的多个城市共同举办。按照原来
计划，意大利的罗马市将承办欧洲
杯开幕式，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将
从 5月 20日起进入“欧洲杯时间”，
如今人们开始担心到那时意甲联赛
能不能踢完。甚至，欧洲杯能否如
期开幕都已变得不确定，毕竟距离
这场足球盛事已经不到 100 天了。
有消息说，多数欧足联成员希望
2020年欧洲杯能推迟举行，至于推
迟多长时间，也许几周，也许一年。

意甲后卫确诊 多米诺骨牌倒下

欧洲足球面临全面停摆
本报记者 黄 岩

随着中国防疫形势逐渐向好，
CBA 即将摁下“重启键”。3 月 12
日，经过多方证实，CBA 联赛基本
确定将于4月初恢复。

3 月 10 日，有欧洲媒体披露：
CBA将于4月6日恢复。3月11日，
多家国内媒体透露，CBA最早会在
4月2日重启。3月12日，在接受采
访时，辽宁男篮俱乐部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证实，CBA公司确实已经明
确通知辽篮俱乐部，联赛将于 4 月
初恢复。

无论是 4 月 2 日还是 4 月 6 日，
比之前猜测的 4 月 15 日，重启联赛
的日期大为提前了。这一点也不难
理解，一旦采用“赛会制+空场”的
方式，意味着基本杜绝了人员聚集
的隐患，CBA联赛重启的时间似乎
也就不必等到4月15日。

不过，CBA公司至今未对恢复
联赛的确切日期以及比赛方案进行
官宣，这说明有一些细节仍然需要
处理。比如说空场比赛的方案，那
些长年徘徊在中下游、上座率比较
低的俱乐部没什么意见，那些球市
火爆、比较依赖于门票收入的球队
就有点难以接受。

比赛早日回归固然是各方的期
待 ，但 想 要 确 保 联 赛 顺 利 重 启 ，
CBA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说，
外援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
CBA暂停的日子里，已经有约10名
外援另谋生计。如果联赛继续“停
摆”，可能有更多外援离开CBA，对
于联赛的冲击非常大。所以，在基
本确定联赛于 4 月初重启之后，
CBA 公司要求各家俱乐部督促外
援尽快归队。

但是，目前CBA绝大多数外援
身在国外，是否有人对联赛的重启
时间有不同的看法还未可知。即便
他们立刻动身返回中国，按照要求
也必须先隔离观察 14 天。假设联
赛于4月2日重启，留给各队磨合主
力阵容的时间将非常有限。

此外，联赛恢复后集中比赛的
地点目前也未敲定，还有不少细节
需要考虑。比如，比赛地点是一座
城市还是两座城市？如果是一座
城市，是否有能力承担所有 20 支
球队的比赛、训练、后勤保障；如果
是两座城市，就面临着分组和重新
安排赛程，公平性怎样才能体现？
所以，联赛重启是个系统工程，确
定时间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走
的每一步，对于 CBA 来说都是一
次考验。

敲定重启时间只是第一步

CBA“复工”还有诸多问题待解决
本报记者 李 翔

在疫情影响扩大之前，本赛季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顺利
举办，可惜，来自沈阳体育学院的
齐广璞因伤缺席。受伤，对这个项
目的运动员来说是“家常便饭”，在
上个月俄罗斯莫斯科站比赛中，齐
广璞在落地时摔倒，检查结果是左
膝内侧副韧带部分撕裂，需要休息
6 到 8 周。要知道，齐广璞是能完
成最高难度 5.0 的选手，跳一个普
通难度的动作时受伤，好像是在小
河沟里翻了跟头，但他从事的就是
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项目。

已经参加 3 届冬奥会的齐广
璞是不折不扣的老将，但他其实只
有 30 岁。这个赛季，他和贾宗洋
都受到伤病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
本赛季世界杯的总积分榜上，两名
中国年轻选手王心迪和孙佳旭占
据了总积分榜前两位。中国男队
新生力量崛起是好事，但奥运会的
挑战和世界杯完全不同，除了难度
之外，更要稳健。

本赛季国际赛场表现最出色
的选手当属刚满19岁的瑞士选手
诺伊·罗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

罗斯与队友拿下了首枚混合团体
赛金牌，他还获得个人项目的铜
牌。罗斯及俄罗斯的两位选手，是
中国男队的最大对手，他们和齐广
璞一样，都能完成难度最大的动
作，且完成质量、稳定性非常高。

在北京冬奥会，除了在男子个
人项目中面临对手冲击之外，中国
空中技巧队还将迎来混合团体项
目这一新设项目的挑战。男队、女
队实力均衡且各有冲金种子选手
的中国队被视作这一项目的夺冠
热门，但混合团体比赛两名男选
手、一名女选手出战的赛制也对男
队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若想把混
合团体项目转化为北京冬奥会的
夺金点，目前中国男选手的稳定性
显然远远不够。

在单人比赛中，奥运会决赛
一共 3 轮，每轮动作不能重复，5.0
难度动作会是各位高手的压轴动
作，除了这个动作不能失误，前面
两轮动作同样不能出问题。齐广
璞说，现在能完成最高难度动作
的选手不下 10 人，但最大的对手
还是自己。

第四次备战冬奥会

齐广璞希望谱写“老兵新传”
本报记者 黄 岩

在缺席两站比赛的情况下，徐
梦桃还是拿到了赛季亚军，而且在
出战的5站世界杯比赛中，徐梦桃
尝试了3种不同的三周台动作，包
括一个难度分高达 4.293 分的动
作。徐梦桃无疑拥有冲击最高领
奖台的筹码。

当然，也可以在比赛的资格赛
中使用两周台动作、到决赛时再使
用三周台的动作，但这就有因两周
台动作表现不佳而无缘进入决赛
的风险，所以在可能情况下，徐梦

桃在比赛中还是优先采用三周台
动作。

三周台动作难度高，对身体的
挑战更大，作为一名“老伤员”，徐
梦桃也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

“现在我恢复了三周台的动作，但
是在世界杯比赛中没有拿出最大
的难度，毕竟重回三周台还有个适
应过程，要控制住高难度动作的风
险。”关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徐
梦桃表示：“我认为功到自然成，天
道酬勤。”

尝试多种高难度动作

徐梦桃相信功到自然成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京
时间 3 月 12 日凌晨，全英羽毛球公
开赛结束了首轮所有单项的争夺。
在女单比赛中，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的中国选手陈雨菲在先输一局的不
利形势下，连扳两局，以2∶1逆转韩
国选手安冼莹。

作为备受世界羽坛关注的“天
才少女”，安冼莹近一时期的表现十
分抢眼。尤其是在法国公开赛上，
她接连击败内瓦尔、山口茜、马林等

高手一举夺魁，以 17 岁又 264 天的
年纪，成为世界羽联高级别赛事年
纪最小的冠军，并因此获得了世界
羽联2019年最具潜力球员奖。

刚刚度过自己 22 岁生日的陈
雨菲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在过
去的一年里保持着极佳的竞技状
态，成绩也十分稳定，并登上了年终
排名第一的宝座。通过全英公开赛
尽早锁定奥运门票固然是陈雨菲的
目标，但她的志向不止于此。

事实上，陈雨菲近期的表现，像
极了当年的李雪芮。2012年年初，
当时只有21岁的李雪芮突然爆发，
在 3 个月内不可思议地拿下 30 连
胜，成功跻身国羽的奥运阵容，并且
最终夺得伦敦奥运会女单金牌。

和 8 年前的李雪芮相比，陈雨
菲年纪相似，打法相似，成长经历也
有几分相似。又是一个奥运年，陈
雨菲能否在东京重演李雪芮的传奇
一幕，不妨拭目以待。

陈雨菲瞄准奥运金牌

3月11日，东京奥运会女足亚
洲区预选赛附加赛次回合，澳大利
亚女足客场2∶1战胜越南女足，以
总比分7∶1淘汰对手，获得奥运会
正赛资格。

受疫情影响，本场比赛空场
进行。澳大利亚队由克尔和拉索
破门，越南队的黄茹扳回一球。亚
洲区另一场附加赛将在中国女足
和韩国女足之间展开，比赛推迟到
6月4日和9日进行。

中韩女足大战的时间变化可以
用一波三折来形容，按照赛程安排，

中韩之战原定于3月6日及12日举
行，因为疫情影响，比赛日期一度推
迟至4月9日及14日。随后中韩两
国足协进一步与亚足联协商，确定
将比赛延期至6月份进行。

中国女足已于3月6日结束在
悉尼的集训回到国内，将在附加赛
前重新集结。届时，中韩两队将经
过两回合比赛，争夺一个晋级东京
奥运会的名额。目前，两回合比赛
的举办地点及开球时间仍未确定，
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女足
将拥有自己的主场。

澳大利亚女足已获奥运门票

中韩女足之战延期至6月
本报记者 黄 岩

3月12日，2020东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举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圣火采集
仪式不对公众开放，原定圣火交接仪式上的日本学生表演取消，圣火采集仪式各环节从简。图为扮演最高女祭司的
演员乔治乌取得圣火。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东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无观众

疫情来袭，正常工作生
活节奏受到影响，体育赛事
也难以幸免。随着疫情在世
界各地持续蔓延，许多大型
体育赛事受到影响。

田 径
原定于 3 月 13 日至 15 日在

中国南京举行的世界室内田径锦
标赛推迟到2021年3月举行。原
定于5月在中国成都举行的铁人
三项混合接力奥运资格赛将移师
西班牙举行。

足 球
1 月 31 日，中国足协发布公

告，宣布2020赛季全国各级各类
足球比赛延期举行。此后，韩国
足球联赛、日本足球联赛、泰国足
球联赛也推迟举行。原定3月举
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
赛附加赛中国队对韩国队的两回
合比赛推迟。参加亚冠联赛的中
超球队主场比赛推迟举行。意甲
联赛多轮次赛事空场举行。

F1
原定于4月19日在上海举行

的F1中国大奖赛推迟，具体举办
时间还未确定。

网 球
原定于2月4日至8日在东莞

举行的联合会杯亚洲/大洋洲区
第一小组赛事推迟至3月在迪拜
举行。WTA 取消了中国的西安
公开赛（4月13日至19日）和昆明
公开赛（4 月 27 日至 5 月 3 日）。
WTA方面表示，将根据情况发展
决定比赛的具体举办日期。

乒乓球
原定于 3 月 22 日至 29 日在

韩国釜山举行的 2020 世界乒乓
球团体锦标赛延期举办，暂定延
迟至6月21日至28日举行。

羽毛球
原计划于 3 月 3 日至 8 日在

德国米尔海姆市举行的 2020 羽
毛球德国公开赛停办，原计划于
3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克拉科夫市
举办的波兰羽毛球公开赛推迟，
此外，本届波兰羽毛球公开赛将
不再作为奥运积分赛。原定于 3
月 24 日至 29 日在越南举行的国
际羽毛球挑战赛推迟到 6 月 2 日
举行，也不再作为东京奥运会的
预选赛。

冰 球
国际冰球联合会取消了在爱

沙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卢森
堡、波兰和西班牙举办的各级世
界锦标赛赛事。

滑 冰
国际滑联推迟了原定于 3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韩国首尔举
行的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该
项 赛 事 举 办 时 间 不 会 早 于 10
月中旬。

这些体育赛事
受到影响

本报记者 黄 岩

3 月 12 日，在 2019-2020 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八分之一决赛第
二回合比赛中，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以 2∶0 战胜德甲多特蒙德
队，从而以总比分 3∶2 晋级八强。受疫情影响，本场比赛空场进行。
内马尔在比赛中表现出色，打入一粒进球。图为巴黎圣日耳曼队球员
进球后庆祝。

欧冠比赛空场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