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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5月3日电 切尔西主教练兰帕
德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就外界普遍关注
的英超联赛重启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重启
联赛要首先妥善处理涉及核酸检测、社交距离、
中立球场、球员合同这四个方面的挑战。

如果英国政府对赛事重启开绿灯，对球员和
工作人员进行日常核酸检测则是必不可少的。
兰帕德担心，这可能会占用本应属于抗疫前线人
员的检测资源。“如果不能首先保证前线人员得

到检测，我无法接受。”兰帕德说。
兰帕德认为，英国政府当前实施的有关保持

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已取得成效，但参加足球比
赛必然会有身体接触，联赛重启与否或取决于接
下来数周疫情形势是否有进一步好转。此前，曼
城前锋阿圭罗也表示，担心重启比赛带来的风
险。

英超各俱乐部已被告知，联赛重启的先决条
件是在中立球场进行。为减少球迷聚集的概率，
组织方会综合评判选择 8 座到 10 座中立球场。
兰帕德认为，这对本来有主场优势的球队不利。

《每日邮报》援引《太阳报》报道称，英超本赛
季剩余的92场比赛，可能会在澳大利亚珀斯市举
办。英国经纪人加里·威廉姆斯目前就居住在珀
斯，他正在英超联盟和珀斯市政府之间奔走，积
极促成此事。

威廉姆斯透露：“我已和英超俱乐部的联系
人进行了讨论，他们喜欢这个方案。我还和当
地政府官员进行了谈判，他们很热情。我们这
个星期还会继续交流。珀斯现在很安全，政府
已经取消了多数封锁措施。我们可以10个人一
起聚会了，也可以去海滩玩了，因为那里解封
了。过去十天里，珀斯市只有 4 例新冠新增病
例。”

此外，根据惯例每年6月30日有大量球员与
球队合同到期，切尔西就有威廉、佩德罗、吉鲁
等。“我们有一些主要球员（合同到期），这方面可
能还有很多沟通要完成。”兰帕德说。

新华社巴黎5月2日电 独立于世界田联的
田径诚信委员会日前宣布，两名美国女子短跑选
手因为“没有报告行踪”，违反了反兴奋剂相关规
定而被临时禁赛。

24岁的史蒂文斯是美国200米短跑冠军，曾
在里约奥运会女子200米决赛中获得第七；23岁
的加·托马斯则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获得
钻石联赛洛桑站女子200米冠军。

此外，同样是没有报告行踪，肯尼亚长跑选
手亚·科里尔也接到了禁赛罚单。

根据世界田联反兴奋剂规定，优秀选手必须
要提前向诚信委员会递交90天内的行踪报告，以
备随时进行的赛外兴奋剂检查。12个月内如果
有三次“失联”，包括没有报告行踪或者错过检
查，就会被视为兴奋剂违规而遭禁赛处理。禁赛
期限视情节轻重而定，轻则一年，重则两年。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2日电（记者赵焱 陈
威华）据巴西媒体2日报道，巴甲联赛的20支队伍
中有8支已经恢复了训练，占球队总数的40%，但
都还未开展集中训练。

目前格雷米奥和巴西国际两支球队初步确定
了集中训练的日期。格雷米奥俱乐部官员计划先
于4日恢复工作，球员再逐步归队；巴西国际教练
组4日到俱乐部报到，球员5日报到。其他六支恢
复训练的球队球员依然隔离在家，球员们根据俱乐

部制定的训练时间表通过网络进行训练，俱乐部也
开始对球员和俱乐部官员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在没有恢复训练的12支球队中，桑托斯和帕
尔梅拉斯队明确表示将等到政府隔离令解除后
恢复训练，但俱乐部已经开始购买检测试剂。

巴西卫生部日前曾经表示支持足球比赛的
恢复，但是各州还应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否
要加快恢复体育比赛的进程。一些州的足协已
经在制定恢复比赛的细则。

新华社柏林5月3日电（记者刘旸）据德国媒
体3日报道，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对5月重启
德甲联赛表示支持，但开出了严格条件：只要有
一名队员感染新冠病毒，其所在球队和上一场比
赛的对手球队中所有球员都要隔离。

德新社 3 日援引《图片报》报道说，泽霍费
尔认为德甲以空场比赛重启的计划总体可
行，但在解冻防疫措施方面，并未给德甲联盟
特权。“虽然重启联赛有一定风险，但是我倾

向于支持恢复联赛。如果发现一名球员感染
病毒，那么他所在的球队需要全队隔离两周，
甚至他们上一场比赛的对手球队也要全队隔
离。”

截至目前，德甲联盟已经实施了近 2000 次
检测。按照原计划，如果出现球员感染，只隔离
确诊球员，其他人员不受影响。德甲最近一次出
现球员感染事件是科隆5月1日宣布两名球员和
一名教练组成员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5 月 3 日
消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中国足
球、篮球、排球这三大球类集体项目在国
内联赛体系和国字号队伍的备战方面均
遭受一定影响。《广州日报》对中国三大
球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剖析。

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直面直面““三大难题三大难题””

中国足球的新赛季原计划在2月底
开锣，但受疫情影响至今仍按兵不动。
整个停摆期间，中国足坛自始至终贯穿
一个“难”字。

首先是中国足协的“难”。自 2019
年8月中国足协换届以来，陈戌源和刘
奕这对“主席+秘书长”的搭档就面临种
种难题。“职业联盟”本是他们上任后的
最重要抓手，无奈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职业联盟”过去三年多的推进难以奏
效。在中国足协主导下的“职业联赛理
事会”，未来将统领中超、中甲、中乙三级
职业联赛。

疫情期间，中国足协的很多核心工
作推进进度不快。天津天海是否符合中
超准入的技术问题，纠缠了三个月仍未
有定论。至于疫情期间降薪的问题，中
国足协虽然出台了一份最少降薪30%的
指导预案，但被大部分俱乐部投资人认
为很难实现。

目前，中国足协内部传出机构行政
改革基本完成的消息，原来足协下面分
设的 30 多个部门将压缩到一半左右。
其中，陈戌源未来主抓国家队的工作，刘
奕将主抓多个部门合并之后的“大竞赛
部”。也就是说，国家队和联赛这两大块
专业程度最高的业务，由中国足协主席
和秘书长这两位非足球圈的“新人”分别
亲自上阵管理。

其次是中国职业联赛的“难”。由于
天海的中超准入问题悬而未决，中甲、中
乙又有大量俱乐部破产退出，加上新赛
季重启时间无法敲定，因此今年中国足
球的三级职业联赛如何继续，中国足协
至今未有最佳解决方案。

中超 16 家俱乐部在过去三个月一
直处于阶段性集训的状态，球员的心态
和状态都得不到保证。更难的是，目前
多家中超俱乐部的主教练和主力外援仍
滞留海外，返华时间无法保证。

中国足协屡次强调今年的中超联赛
不会取消，而且会保留30轮主客制，不
会采取跨年赛制，甚至不会采取空场比
赛的方式。近日，中超公司还通知各俱
乐部要向当地防疫部门做好队内训练赛
和热身赛的报备，中超转播商会对这些
内部比赛进行直播，这也意味着中超很
可能会在6月正式开启。一旦拖延到7
月才能启动，那么受亚冠、国足40强赛
等重要大赛的影响，中超根本不可能按
照常规赛制完成全部30轮比赛。

而中乙联赛方面，最近足协抛出的
新竞赛方案在足球圈内引起一片哗然，
未来的中乙联赛会变成怎样还无法预
测。

第三就是国足备战的“难”。东京奥
运会延期，中韩女足争夺晋级东京奥运
会两回合附加赛到底什么时候进行，目
前仍没有定论。

中国男足无缘东京奥运会，今年的
任务是必须以世预赛40强赛全胜的成
绩杀入12强赛。40强赛最后四轮到底
推迟到9月还是10月，目前亚足联和国
际足联存在意见分歧。亚足联希望10
月、11月完赛，这个方案对国足也是有利
的，毕竟国足还有安排热身和集训的可
能。而国际足联则希望40强赛提前到9
月，那么国足在6月之后可能就要直接上
阵了。

中国女排中国女排，，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

在中国三大球中，竞技成绩最好的
是排球，联赛市场化程度最差的也是排
球。为了力保三大球中唯一的金牌希
望，中国排协对联赛的牺牲力度之大也
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东京奥运会延期、
女排国际赛事停摆，已经封闭集训超过
三个月的中国女排，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耐得住寂寞。

从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角度出发，
2019-2020赛季中国女排联赛不仅大幅
压缩赛程，而且罕见地赶在农历春节之
前决出冠军，这样做是为了让已经获得
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并且肩负夺金重
任的中国女排能够获得更充足的备战时
间。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历史上曾经三度
摘金，这是中国其余两大球所达不到的
成绩，为了金牌而在奥运年牺牲联赛，这
样做可以理解。

从1月30日开始，中国女排在北京
集结。按计划，队伍的奥运年首秀原本
是 4 月在东京举行的奥运测试赛。之
后，世界国家排球联赛从5月下旬到7月
上旬举行，中国女排原定参加北仑、天
津、香港、澳门、江门五个分站赛，再以东
道主身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总决赛。此
后，中国女排便要开启奥运卫冕之旅。
与四年前一样，奥运争金路上群狼环伺，
中国女排还是上届冠军兼世界第一，在
东京奥运冲金的难度更甚于 2016 年里
约奥运。

即使没有疫情袭来，中国女排在封
闭集训期间也是相当低调的，今年更不
用说。过去两三个月，中国女排没有公
布任何训练的图片和视频，主力队员也
没有像往日那样更新个人社交媒体。随
着中国女排写给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工
作人员的感谢信曝光，外界才知道这支
金牌之师一直在北京埋头苦练。

直至上周，中国女排队长朱婷获得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她在接受采访中首
次谈到了奥运延期。她透露，获悉东京奥
运会延期后，她内心确实有过一些波动，
不过后来想通了，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部
分。“如果说是困难，那对大家来说都是难
题。如果说是机遇，那就要看谁能应对变
化、补强短板，抓住机遇。”朱婷认为，现阶
段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

朱婷今年25岁，明年仍然处于运动
生涯的巅峰期。此外，中国女排绝对主
力的年龄层分布合理。整体来说，奥运
会延期对中国女排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只是，颜妮、曾春蕾、丁霞三位老将明年
将全部年过30岁，如何在未来一年让老
将们保持良好的状态，是奥运会延期带
给总教练郎平的新难题。

女篮静观其变女篮静观其变 男篮福兮祸兮男篮福兮祸兮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国内男女篮
职业联赛首先受到影响，至今 CBA 和
WCBA的恢复仍遥遥无期，而疫情导致
奥运会推迟，对中国男女篮来说却有不
同的影响，已经拿到奥运资格的中国女
篮，现在心态更为放松，而中国男篮很可
能获得喘息的机会。

此前一直在集训的中国女篮在上月
底已经放假。2 月，中国女篮在贝尔格
莱德以三战全胜的成绩拿到东京奥运会
资格后，选择在原地继续训练。到了 3
月，中国女篮选择回国封闭集训。在集
训期间，队伍十分注重球员的心理健康，
举办了内部的书法大赛活动，还和艺术
体操国家队的队员们联谊，互相交流。

相比之下，中国男篮的压力则要大
得多。由于没有在去年的篮球世界杯中
取得理想的成绩，球队原定于今年6月
在加拿大参加奥运落选赛。落选赛赛制
十分残酷，中国男篮与加拿大、希腊队同
在加拿大赛区的A组，同赛区的B组则
有土耳其、捷克和乌拉圭队。小组赛单
循环前两名晋级赛区半决赛，最终的赛
区冠军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换言
之，中国男篮要获得东京奥运会资格，必
须在A、B赛区的六支球队中拿到第一，
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疫情缘故，目前东京奥运会落
选赛推迟到明年。这一年的时间，或许会
给中国男篮一个喘息的机会。由于国内
疫情防控工作向好，或许CBA会成为全球
最先复赛的职业篮球联赛，经过系统恢复
和锻炼，球员们也会比较早地找到状态提
升水平。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依然严
峻，以美国的NBA为代表，诸多国家篮球
联赛的开赛时间很可能比CBA要晚得多，
赛程很可能被拉长战线，国家队在今年夏
天的备战甚至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三大球面临难题如何解
英超联赛有意在澳大利亚重启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有消息称，足协已成立
相关的归化球员负责小组，主要处理各个归化球
员的相关手续，希望高拉特、布朗宁这些球员能
够在今年获得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据了解，费南多、高拉特、布朗宁还没有获得
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资格，此前中国足协上报一份

“64+8”的世预赛大名单给亚足联，但名单中只有
艾克森和李可这两位归化球员。

有消息称，足协方面已成立相关的归化球员
负责小组，他们也在积极配合和推进。国际足联
方面愿意配合中国足协开具相关的证明，可是由
于目前海外疫情依旧严峻，因此相关工作的推进
受到阻碍。足协方面只能待相关资料收集完毕，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申请工作。随着世预赛赛程
的延期，不排除费南多、高拉特、布朗宁这些球员
可能在今年代表国家队征战世预赛40强赛。

高拉特、布朗宁或将获得代表国足出战机会

没有报告行踪 美国两名女子短跑选手被临时禁赛

巴西甲级联赛40%球队恢复训练

德国内政部长支持5月恢复德甲联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