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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16日电（记者王
集旻）据当地媒体16日报道，前湖人巨星
科比空难的尸检报告近日出炉，报告称
当时直升机驾驶员祖巴扬并未被检出饮
酒或服药，机上罹难9人的死因均被登记
为意外。

今年 1 月 26 日，50 岁的祖巴扬驾驶
直升机搭载科比、科比的13岁女儿吉安
娜以及其余6人前往参加一场青少年篮
球赛，结果途中发生坠机悲剧，机上9人
全部遇难。

15 日发布的尸检报告称，针对祖巴
扬的检查并未检测出他饮酒或服用药
物，报告同时指出遇难者均死于钝性外
伤，所有罹难者死因都被登记为意外。

报告称科比浑身上下多处受伤，这
些重伤导致科比在撞击发生后迅速死
亡。

科比的遗孀瓦妮莎在事发之后起诉
了失事直升机公司，诉状认为直升机运
营公司疏于监管和训练，并且隐瞒驾驶
员曾在2015年受到过纪律处分。此外，
失事直升机未按照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要求安装地形提示及警告系统，无
法及时传递高度提醒和下降率警告。同
时，诉状指出该公司驾驶员未能正确评
估天气，在不具备飞行条件的大雾天气
下起飞，导致飞机失事。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5 月 17 日消
息，韩职联和德甲先后重启，未来一段时
间，或许会有更多的足球联赛陆续复赛，这
或许给最快将于 6 月底开赛的中超，提供
很多可以“抄袭”的防疫作业。

中超开赛请求被驳回中超开赛请求被驳回，，或因防疫细或因防疫细
节不到位节不到位

5月13日，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了2020
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总经理联席会
议。

对于外界最为关心的何时开赛的问题，
会议上各方初定中超于6月27日开打，随后
中国足协也将该方案上报总局。不过，总局
暂时驳回了足协的中超开赛请求，其中很重
要的理由就是，要求足协就如何做好防疫工
作进行具体的细化。

近期在上海，申花队内的蓝白对抗赛和
国足公开训练同时进行，这两项率先开放的
足球活动都进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首先，比赛和公开训练仅对记者开放，
普通球迷暂时无法入场，入场记者需提前一
天向申花和国家队登记具体信息，到达现场
后先进行体温测量，随后凭有效身份信息才
能入场。

申花和国家队都要求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注意佩戴口罩，尽可能保持有效社交距
离，国家队相对来说更加严格，国脚们抵达
训练场时都佩戴口罩。

由此来看，申花和国家队防疫工作总体
来说比较有序，球员们比较自觉，唯一不足
之处是申花蓝白对抗赛第二场比赛，有球员
在比赛过程中吐痰，这在如今情况下是被禁
止的。

德甲首轮比赛经验可借鉴德甲首轮比赛经验可借鉴

德甲确定复赛后，德国职业足球联盟在
国家队队医迈尔的主持下公布了一份长达
51 页的事无巨细的防疫清单，这其中有一
些内容还是值得借鉴——

对于参加客场比赛需要住宿的球队，德
国足球联盟要求俱乐部必须包下酒店的整
层楼面，并禁止球员使用酒店酒吧、健身房
等公共区域设施，客房服务也被明令禁止，
以免遭到其他旅客和酒店工作人员的潜在
传染。

在赛场外，德国职业足球联盟还建
议球队集中居住在特定酒店，如果不能实
现，球员可以返回各自家中，但是不鼓励接
纳来访客人，也需要与外界尽量减少接触。

每场比赛过程中，整个体育场范围内的
全部人员不得超过300人。此外，体育场还
被细分为赛场、看台、附属区域三大块区域，

每个区域内同时停留的人数不得超过 100
人。

除场上球员和裁判之外的场内所有人
员都须佩戴口罩。比赛用球也将在比赛过
程中定期消毒，死球状态下球员在场边补充
水分时的水壶也需要与球员名字一一对应。

从复赛后第一轮的比赛情况来看，德甲
也是严格遵照这 51 页防疫清单的相关规
定，赛前球队入场时先接受体温检测，与此
同时工作人员对比赛用球和替补席的座椅
进行消毒。

适应场地训练过程中，很多工作人员
都是佩戴口罩，彼此打招呼的方式是胳膊
肘互相碰撞，工作人员对球员的水瓶进行
编号，连线采访时，话筒也被装上了加长支
架，对话人员间隔好几米远，采访就像在钓
鱼一样……

比赛开始前，双方球员不再进行列队出
场仪式，裁判直到双方球员在场内站好方能
入场，挑边过程也被简化，替补席安排在了
看台上，替补队员之间隔着一定距离。同时
球童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场边固定区域
放着球，需要掷界外球时，球员自己去拿球
然后发球。

关注度最高的鲁尔德比中，几个细节还
是很有意思，上半场结束前，刚刚完成进球
的多特蒙德球员格雷罗在退场过程中习惯
性吐痰，这个动作被摄像镜头捕捉到，按照
规定，主裁判可以向其出示黄牌。

比赛进行到第 67 分钟，多特蒙德球员
德兰尼被换下场，德兰尼下场后，场边的工
作人员迅速为他递上一个口罩。这种细微
的举动，看得出德甲联赛的确是做了精心的
准备。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5月17日，
此前曾效力于山东鲁能、上海申花的名
将吕征，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提前退役，并
对北体大俱乐部总经理孙哲东进行控
诉。

吕征表示，自己只求退役之日可以
不留遗憾，但孙哲东的言行是对他职业
生涯的侮辱，再加上球队欠薪五个月，让
吕征最终决定解约，结束球员生涯。

吕征在个人声明中阐明提前退役的
原因时写道：“让我决定提前退役的原因
还是要退回到去年年底与俱乐部总经理
孙哲东的一次面谈。他恶劣的言行不仅
是对一名球员颜面的侮辱，更是对我职
业生涯以及获得多个冠军奖牌的侮辱，
甚至开始让我怀疑我对足球的认知。那
次刻骨铭心的面谈加上欠薪五个月的事

实，让争强好胜的我毅然决定解约。”
吕征还表示，面谈中孙哲东不仅不

正视拖欠五个月薪水的事实，还对自己
拍桌子叫嚣。

孙哲东一人独大，掌握了所有球员
的“生杀大权”，凭个人喜好决定球员出
场与否，可他又以出场时间来评价球员，
并以出场时间不足来克扣球员薪水。自
己在上赛季仅有的200多分钟一队比赛中
依然打进5球，然而自己的进球效率却不
在孙哲东考量一名球员的标准范畴内。

此前，吕征共在中超赛场出战 156
次，攻入15球；在中甲联赛出场17次，有
1球进账。他还跟随鲁能三次获得中超冠
军和一次足协杯冠军；跟随上海申花获得
一次足协杯冠军。上赛季，吕征代表北体
大在中甲出战160分钟，打入4粒进球。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5月17日
消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趋于稳定，亚
洲各国联赛也即将恢复，国际足联、亚
足联也把相关比赛的预案开始细化，虽
然还没有正式通知，但一些比赛的相关
赛程初步确定。其中，引人关注的世预
赛40强赛将在10月重启，中国队的4场
比赛分别在10月进行两场、11月进行两
场。

按照亚足联要求，希望在今年年底
前将亚冠联赛与40强赛全部进行完毕，
这样就不会影响2021年的比赛。所以，
亚足联才制订了在6月中旬重启亚冠小
组赛的计划，只不过能否执行还要看各
国疫情以及入境政策。之前，亚足联也
与各国足协进行了商议，还将在本月月
底进行视频会议，然后确定能否在6月
中旬开赛。

除了亚冠联赛，世界杯预选赛40强
赛也是各国足协最关注的比赛，国际足
联与亚足联、亚洲各国足协进行了沟
通，大家一致认为40强赛应该能够在10
月重启。因此，国际足联也准备在9月
份安排A级比赛日，让国家队之间先进
行一场热身赛，然后在10月份正式开始
40强赛。

按照目前的计划，中国队的40强赛
将在10月、11月进行，分别是10月8日
主场对阵马尔代夫、10月13日客场对阵
关岛、11月12日主场对阵菲律宾、11月
17日主场对阵叙利亚。

在此之前，中国足协与国家队教练
组已经开始考察相关场地，为国家队选
择40强赛的最后三个主场，对于中国队
来说，如果能够在这四场比赛全部取得
胜利，就非常有希望进入12强赛。

德甲重启 中超可以借鉴什么

科比空难尸检报告出炉

驾驶员未饮酒或服药

前中超球员吕征提前退役

国足世预赛40强赛赛程初步确定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5月17日消息，经过漫
长的等待，终于传出了CBA联赛下个月重启的好消
息。球迷们对此翘首企盼，CBA联赛准备好了吗？

球队：各队劳逸结合静待复赛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CBA联

赛常规赛在2月1日就能重燃战火了，联赛一停就
超过三个月。几天前，联赛的复赛时间终于明
朗。6月15日被认为是复赛的时间点，而根据记
者多方了解到的信息，复赛日期很有可能提前。

这几个月，CBA各队厉兵秣马，在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为复赛做准备。随着复赛形
势渐趋明朗，各队的备战工作都变得更有针对性。

广东宏远从春节过后重新集结，至今一直在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没有比赛，球队以技战术
演练和体能训练为主，全队都在力量房挥汗如雨，
很多球员在体能上有了提高，最近两天，球队开始
放假调整。

深圳队也一直在积极训练，现在全队回到了
位于东莞的清华居训练基地集训。虽然目前没有
准确的复赛时间，但全队保持状态随时准备回归。

广州队在4月底放了一段时间假，5月10日全
员归队正式合练。此前，广州队已和前骑士主帅
拉里·德鲁签约，聘请他作为球队主帅。因为疫情
的原因，德鲁在短时间内很难从美国来华带队，目
前球队由助理教练丁伟带队并负责执教。广州队
现集中在佛山训练，精神面貌和状态都不错，全队
都在耐心等待联赛重启。

联盟的其他球队也在调整以适应比赛节奏，
青岛队目前已经恢复了一天两练，并增加了训练
的强度。北控在训练上也有自己的策略，老将孙
悦表示，训练太多也不好，“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
能打比赛，现在我们更多是要保持（状态），不能过
量训练，如果出现一些伤病反而得不偿失。”

外援：正能量满满但也有遗憾
外援是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期间，不

少外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其中不乏正能量。
在疫情期间，林书豪是最活跃的外援，也算是

外援中的“意见领袖”，他在社交媒体上和抗疫护
士互动，给医务工作者鼓劲、加油，还邀请医务工
作者等在赛季恢复后到现场看比赛。

此外，林书豪还在社交媒体上向美国网友介
绍中国的防疫工作和成果，他和他的基金会累计
为中国抗疫捐助了约1000万元人民币，这些义举
也让更多人关注他和CBA联赛。

广东宏远外援威姆斯也是敬业的典范。在联
赛复赛形势还不明朗时，威姆斯就提早回到队中
接受隔离并进行个人训练，时刻为赛季重启做准
备。此外，上海队的三名外援都已到位。

相比之下，有一些外援却作出了一些让自己
遗憾的决定。深圳队此前的外援拜克斯在 CBA
停赛后为了“再就业”，很快选择去了希腊联赛，后
来希腊联赛也因为疫情而暂停，他再次“失业”。
福建队外援杰特在3月下旬回到中国，在隔离期
结束后，因为不知CBA何时能开赛，他再度离开
中国回到美国，和他作出一样选择的还有吉林队
外援琼斯。从现在看来，他们的选择令人遗憾，因
为CBA复赛已经有了时间表。而在回到美国后，
这些外援只能面临“就业无门”的窘境。

当然，球队外籍成员的问题也是CBA联盟需
要考虑的，现在不少球队的外援和外教都没归
队。联赛重启后，该采用怎样的比赛规则？如果

“全华班”上阵，这对外援已经到位的球队并不公
平。究竟怎么打，要看CBA联盟的智慧了。

怎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复赛，是姚明摆在
面前的主要课题。

联盟：CBA服务工作到位
在疫情期间，CBA联盟最难的工作是让联赛

保持曝光度。而这项最难的工作，他们完成得还
不错。最近一段时间，CBA联盟给很多球队都做
了不少服务工作。12家俱乐部响应了联盟的“厉
兵秣马”PK赛，把自己的训练赛和教学赛在线上
进行直播。

在疫情期间，CBA联盟还率先号召整个联盟
共克时艰，并作出了率先降薪的举措：CBA首席执
行官王大为降薪35%，总经理降薪30%，副总经理降
薪 25%，高级总监和总监分别降薪 20%和 15%。
CBA联盟也希望这次带头降薪能够带动全联盟友
好协商降薪，减轻俱乐部运营压力，确保CBA大家
庭每一个参与者平稳度
过特殊时期。

CBA 联 盟 在 各 方
面都做好了指导工作，
现在就等正式复赛了。

CBACBA联赛重启日期或提前联赛重启日期或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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