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甲第26轮
5月16日
21:30杜塞尔多夫VS帕德博恩
21:30多特蒙德VS沙尔克04
21:30莱比锡红牛VS弗赖堡
21:30霍芬海姆VS柏林赫塔
21:30奥格斯堡VS沃尔夫斯堡
5月17日
00:30法兰克福VS门兴
21:30科隆VS美因茨
5月18日
00:00柏林联VS拜仁慕尼黑
05月19日
02:30不莱梅VS勒沃库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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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第26轮 5月18日 00:00 柏林联VS拜仁慕尼黑

新华社柏林
5月13日电（记
者刘旸）拜仁慕
尼黑前锋、德甲
射手榜榜首莱万
多 夫 斯 基 13 日
通过视频连线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德甲
联赛重启在即，
球员需要遵守很
多新冠肺炎疫情
时期的新规定，
他甚至不知道进
球 后 该 如 何 庆
祝，在剩余 9 轮

比赛中，希望取得更多进球。
继一份长达50多页的重启联赛医疗指南外，德

国足球职业联盟（DFL）13 日又发布了一份 35 页的
“行为清单”，其中规定事无巨细，包括球员之间不握
手，庆祝进球时不击掌、不拥抱，甚至规定球员“不得
吐痰”。

对此，莱万表示：“我们肯定要遵守联盟在特殊
时期的特殊规定，很多规定和我们平时习惯有很大
不同。我们要非常谨慎，要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
可以做什么。比如进球后，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和球
队相拥庆祝，但我们要意识到，现在有些行为受到限
制，可能需要一些新办法来庆祝。有些新规可能看
上去比较奇怪，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

联赛重启后，拜仁将于 17 日客场挑战柏林联
合。“我还没想过接下来进球后应该怎么庆祝，也许
这次采访结束后，我要和队友商量一下。当然，我们
主要精力会放在比赛上。也许进球之后，我需要两
秒钟想一下，该做什么。当然，如何庆祝永远没有进
球本身那么重要。”

在拜仁主帅弗利克看来，莱万已经恢复到最好
状态。莱万对保持竞技状态充满信心。“我一直努力
保持自己健康，现在感觉和以前一样好。目前这个
阶段，保持竞技状态不只与如何训练、如何比赛相
关，还包括在家如何生活。如果我以现在状态再打3
到4年，当然最好。”

联赛停摆期间，莱万没有给自己放假。“我仍然
保持训练，在家隔离训练并不容易。我一直希望德
甲恢复，自己能再次上场。现在德甲成为欧洲五大
联赛中最早恢复的联赛，我们这个赛季有很多新任
务，要在没有球迷在场的情况下比赛。我知道球迷
依然在关注我们，希望比赛仍能保持高强度和高水
平。可能刚开始大家会不适应，不自信，但开赛后会
恢复和以前一样的状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接下
来的一个半月里在德甲联赛和德国杯比赛中获胜。”

莱万目前以 25 粒进球高居本赛季德甲射手榜
榜首，至于能否追平甚至打破盖德·穆勒的单赛季进
球纪录（40粒），莱万表示对此没有想过太多。“如果
接下来能在几场比赛都上演帽子戏法，应该还有可
能，但我想的是怎样赢球，达到球队的目标。联赛还
剩9轮，9个球对我来说肯定不够，我会尽力做到最
好。”

拜仁4月与主帅弗利克续约至2023年，并与克
洛泽签订一年合同，聘他为球队助理教练。莱万认
为这对球队来说是重大利好。“从过去几个月里，我
们看到弗利克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他一直在坚
持。我们目标一致，彼此信任，做事方式很接近。克
洛泽是非常了不起的球员，作为拜仁助理教练，他可
能会面临挑战，但我相信他可以帮助我们，以他的经
验和技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球员。希望我们一起
努力，赢得更多冠军。”

莱万：进球不知该如何庆祝

本报综合消息 意大利足协提
交的意甲重启医学指引终于获得通
过，意甲北京时间5月14日凌晨初步
确定重启方案，6月13日恢复比赛，8
月2日完成本赛季。

意甲各俱乐部召开会议，大家
对重启联赛的时间节点进行了表
决，在 6 月 13 日和 6 月 20 日两个备
选恢复比赛日期上，绝大多数俱乐
部同意在6月13日重启联赛。意甲
确定这一提案之后，还需要提交意
大利政府进行审批。

意甲一个赛季总共有 38 轮比
赛，多数球队到 3 月 10 日为止进行
了26轮比赛，然后就进入长时间的
停摆期。8支球队的第25轮意甲尚
未进行，分别是国际米兰VS桑普多
利亚、亚特兰大VS萨索洛、都灵VS
帕尔马、维罗纳VS卡利亚里。

因此，意甲重启是由第25轮比
赛的 4 场补赛开始，然后各队齐头
并进开始第 27 轮比赛。意甲重启

后的赛程很密集，基本每周都是一
周双赛。7月1日和22日两个时间
节点没有意甲，分别进行意大利杯
半决赛次回合和意大利杯决赛。在
意大利杯半决赛首回合，国际米兰
主场以0比1负于那不勒斯，AC米
兰主场以1比1战平尤文图斯。

按照欧足联此前的要求，各个
有意重启本赛季的联赛需要在8月
3日之前完成。8月2日完成意甲本
赛季之后，4支意甲球队尤文、亚特
兰大、国米、罗马就将投入8月份密
集的欧冠和欧联杯赛事。

在欧冠1/8决赛首回合，尤文客
场以0：1不敌里昂，次回合预计在8
月8日进行。亚特兰大在欧冠1/8决
赛以总比分8：比4把瓦伦西亚淘汰
出局，本赛季首次参加欧冠就成功打
进8强，1/4决赛对手待定。8场欧联
杯1/8决赛首回合进行了6场，只有
两场意西对决没有进行，分别是国际
米兰VS赫塔菲和塞维利亚VS罗马。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3日
晚上，武磊在自己最新一期周记中
证实了自己已经从新冠中康复的
消息，“在第二次核酸检测和抗体
检测的结果出来之后，我收到了很
多朋友的祝福，谢谢大家。”

“我是先后进行了两次检测，第
一次检测报告已经显示核酸呈阴
性，但没有产生抗体，在第二次复检
后，医生确认我体内已经产生了新
冠病毒的抗体，可以确认康复。”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还不能
够掉以轻心，疫情仍未结束，大家
还是要戴好口罩，做好卫生措施，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他还透露，整个西班牙人全队

也都康复，球队已经恢复了训练，
“所以时隔几个月，我们再次回到
了俱乐部的训练场。踏上草坪的
心情简直可以用雀跃来形容，我们
是 8 个人一组在同一时间段训练，
能见到队友和教练还是很兴奋的，
这种感觉很奇妙。”

恢复训练的第一感觉，是累，
“第一天训练完一下子感觉很累，
毕竟这和在家训练还是完全不同
的，第二天开始慢慢找回了些赛场
的感觉，恢复训练也意味着之前的
状态告一段落，我们要为接下来的
挑战做准备。不论之后联赛如何
安排，我们都要用充分的准备和良
好的心态去迎接。”

本报综合消息 据《马卡报》报道，由于受新冠
疫情影响影响，今年世界足球先生评选将取消。
世界足球先生的前身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与国际
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世界最佳球
员。1991年，国际足联开始独立举办，并将原有
奖项合并后更名为世界足球先生。

2010年，国际足联将世界足球先生与《法国
足球》杂志创办的金球奖合并为国际足球联合会
金球奖，此后两个奖项再度拆分。

最近10年评选，梅西5次当选，C罗也有4次称
王，莫德里奇在2018年打破了两人对于该奖项的垄
断。随着梅罗年龄增长，如果今年世界足球先生评
选取消，恐怕C罗想要追上梅西的难度就很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就有消息称《法国足球》
主办的金球奖也有取消可能，如果金球奖也取消
的话，那么2020年对于球员个人荣誉来说也是缺
失的一年。

世界足球先生评选或将取消世界足球先生评选或将取消

意甲有望于意甲有望于66月月1313日重启日重启

武磊武磊：：我体内已有病毒抗体我体内已有病毒抗体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国外排球媒体“Vol-
leyverse”评选了2010-2020年的国际排坛女排梦
之队，中国女排队长朱婷作为主攻手入围。

十年梦之队的完整名单为：主攻朱婷、金软
景（韩国），副攻拉西奇（塞尔维亚）、法比亚娜（巴
西），接应博斯科维奇（塞尔维亚），二传奥杰年诺
维奇（塞尔维亚），自由人德吉纳罗（意大利）。

回顾朱婷这十年之间的经历，可以看出朱婷
在青年队时就表现出了超强的天赋，在2012年荣
膺亚青赛 MVP。2013 年的世青赛上，朱婷率队
以全胜的战绩夺取冠军，并荣获MVP称号。

在郎平重掌中国女排后，将不满19岁的朱婷
招进国家队。2014年世锦赛是朱婷参加的第一
次世界大赛，她在比赛中发挥稳定，承担了重要
的进攻任务，屡屡在关键时刻为全队建功，为中
国女排夺取亚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荣获最佳
主攻奖。

而在2015年、2016年率队接连拿下世界杯冠
军和奥运会冠军后，朱婷已经具备争夺世界第一
主攻的硬实力。随后她留洋土耳其，在欧洲赛场
成为MVP收割机。

原本在2020年，朱婷应该率领中国女排在奥
运会上向着卫冕发起冲击，不过由于东京奥运会
延期一年举办，希望朱婷和中国女排在明年能够
为球迷带来更多惊喜。

世界女排十年“梦之队”

中国队长朱婷入围中国队长朱婷入围

新华社巴黎5月14日电（记者肖亚卓）四届
F1年度总冠军车手维特尔宣布将在赛季末离开
法拉利车队，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法拉利
车队 14 日宣布，现效力于迈凯轮车队的小卡洛
斯·塞恩斯将于下赛季加盟，而塞恩斯在迈凯轮
车队的位置将由现雷诺车队车手丹尼尔·里卡多
替代。

法拉利车队在官方声明中表示，已经与塞恩
斯签下了两年合约，这位西班牙车手从下赛季开
始将与夏尔·勒克莱尔搭档为法拉利车队征战F1
赛场。

现年25岁的塞恩斯出生于赛车世家，他的父
亲卡洛斯·塞恩斯也是一名职业赛车手，并且两
次获得过世界拉力锦标赛冠军。塞恩斯上赛季
帮助迈凯轮车队获得年度车队第四名。

就在同一天，迈凯轮车队宣布，现效力于雷
诺车队的里卡多将接替塞恩斯离队后留下的位
置。到目前为止，雷诺车队还没有宣布谁将填补
里卡多离队留下的空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赛季 F1 前 10 站比
赛已经被迫推迟或取消，根据F1官方目前公布的
修订版赛历，今年的首站比赛将于7月初在奥地
利举行。

维特尔离队引发连锁反应

塞恩塞恩斯转投法拉利斯转投法拉利
里卡多加盟迈凯轮里卡多加盟迈凯轮

新华社苏州5月14日电（记者王恒志）
中国女足正在苏州市太湖足球运动中心进
行新一期集训，不知不觉中，贾秀全率领这
支女足队伍已经有两年了。回顾两年来的
执教，这位57岁的老帅认为，中国队在主动
性、传接球、对抗能力上“不谦虚地讲”都有
很大进步。

过去两年执教中国女足，贾秀全交出
了亚运会银牌和世界杯十六强的答卷。在
年初的奥运会预选赛上，他率领女足姑娘
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拿到了附加赛资格，
这次集训也是为了备战与韩国队的预选赛
附加赛。当记者问及这两年贾秀全自认给

球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时，老帅心情颇好地
反问：“想听谦虚的还是不谦虚的？”

当得到“不谦虚”的回答后，贾秀全说：
“可能每个人的认识不可能是统一的，要不
谦虚地说，这两年女足在打法上、进攻上、
防守上是不是变得更加主动？现在我们跟
世界冠军敢逼出去踢，创造出很多机会，我
觉得这可能是其中变化的一个方面。第二
个有没有觉得姑娘们在传接球上有了很大
的进步，这就是这两年我们每一堂课花了大
量的精力在练习传接球，所以她们在比赛当
中才可能会有一些提高。第三个有没有觉
得姑娘们的对抗在提高？对抗能力提高后

边辅助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练了很多东西，
包括身体、体能，这种体能当然我们结合球
的比较多，往返（跑）的比较多。世界杯虽然
我们进球很少，但是也有很可喜和进步的一
些地方，我们的体能状态是在前八名里能排
前几的。我觉得某一点的进步，可能这点如
果没有进步的话，世界杯我们小组赛就会被
淘汰。当然我们技战术上还不尽如人意，这
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些都是我
们这两年当中球员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再就是自信心，通过训练、通过亚运会在逐
渐提高，希望她们能恢复过来。”

谈及弟子们，贾秀全说，她们是真正的
新一代的女足，希望她们在这个发展时期
里，练就出现代女足的技战术特点；能够把
握住现代女足发展的趋势，她们就能够很
好地展示自己。

贾秀全贾秀全：：两年来中国女足有三大进步两年来中国女足有三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