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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期待奥运大团聚

共克时艰 球员降薪成趋势

温网停办 中国赛季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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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按下暂停键，但体育的力量仍在发挥作用。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全球体育人通过各种形式，传递着

战胜苦难、坚持到底的勇气和信念。
4月6日是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当天，联合国在官网

表示，鼓励人们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运动，培养团结、社区和团
队精神，并提高对新冠病毒的认识。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体育和体育活动可以在抗击疫
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让我们保持坚强与健康，为疫情之后的
生活做好准备。

“我们都渴望着那一天，当我们可以回到工作岗位、恢复社交
生活，当我们最终可以再次互相拥抱、再次一起运动。因此，请
与所有奥林匹克运动员和我一样，为了那一天而保持活力、坚强
与健康。”巴赫说，明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将成为全人类在战胜
疫情之后的大团聚。届时，人们将一同庆祝全人类所展现出的坚
韧和团结。

在东京奥运推迟尘埃落定之后，世界体育组织齐心协力，
为新的奥运时间筹备铺路，并决定根据奥运会赛期的变动调整
相关比赛的计划安排。面对半年时间内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
会相继召开的挑战，北京冬奥组委也做好了妥善应对、做好筹
办的准备。

疫情之下，许多体育项目转战线上，开启了网络比赛的新
尝试。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莫过于电竞。从上个月开始，2020LPL（英
雄联盟职业联赛） 春季赛以线上赛形式恢复开赛，这也是 LPL创
立以来首次采用线上赛的形式进行比赛。

棋类项目同样拥有网络传播的优势。近日，首届“棋”心协
力南北国际象棋明星棋手网络对抗赛举行，中国国际象棋界选手

“六代同堂”大聚会，在特殊时期丰富棋迷的体育文化生活。
国球乒乓也将在近期迎来一场线上对决。据网络直播平台

《中国体育》 消息，乒乓球大满贯选手张继科将对阵以 39 岁“高
龄”拿下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冠军的削球手侯英超。这场充满
看点的“攻削大战”，将于4月18日在网络举行直播。

进入4月，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至明年夏天举行之后，今年各项体
育赛事的前景黯淡。众多全球性赛事推迟甚至被迫取消，加剧了世界体育的不确定性。

体育凛冬之下，体育人的力量仍生生不息。正如依旧燃烧的奥运圣火，为全球抗击疫情、共度时艰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信心。

在世界足坛，停摆的影响仍在持续。
国际足联近日发表声明称，建议推迟原定

于今年 6 月举行的所有国际比赛。此外，原定
于 8月和 11月举行的 U20及 U17女足世界杯也
无法按时举行。

受此影响，中国男足和女足国家队的多场比
赛都将推迟举行。根据赛历，中国男足原本在 6
月有两场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的比赛，对手分
别是菲律宾队和叙利亚队；中国女足原定于6月
同韩国队进行主客场制的奥预赛附加赛。近日，
中国女足在苏州开始了新一期的集训，王霜等武
汉籍球员有望在离汉管控措施解除之后归队；中
国男足则结束了在三亚的集训，经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和 14 天医学观察后，所有球员返回各自俱
乐部备战。在国内联赛仍未开启的情况下，国际
比赛的推迟给球队留下了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此外，由于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国际足
联也将奥运会男足比赛的参赛球员年龄上限从
此前的23岁调整到24岁，以便允许今年的奥运
适龄球员延续自己的奥运梦想。

在欧洲五大联赛赛场，比赛暂停带来的连
锁反应愈发明显。目前，英超、意甲、西甲等
联赛均处于“无限期暂停状态”，在确保比赛无
虞的前提下才可恢复。

由于长时间没有比赛，依靠转播分成和赞
助商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职业俱乐部遭受巨大
损失，有的已陷入财政危机。据德国体育媒体

《踢球者》杂志网站报道，德甲、德乙两级职业
联赛36家俱乐部中有13家本赛季面临“破产危
机”；而据西班牙《马卡报》报道，如果本赛季
西甲联赛的剩余比赛无法举行，整体损失将近
10亿欧元，即便联赛在疫情后继续进行，损失

也将超过1亿欧元。
在严峻形式之下，球员降薪成为普遍选项。

意甲联赛4月6日宣布，20支球队达成一致意见，
如果联赛无法进行，球员将放弃 4 个月的工资，
即降薪 30%；巴塞罗那、拜仁慕尼黑等豪门俱乐
部也纷纷宣布了球员降薪的消息。而在英超联
赛，球员同俱乐部的降薪“博弈”则还在持续。

在多国联赛降薪求生的大环境下，同样受

疫情影响的中超联赛和俱乐部是否会选择降
薪？目前来看，球员降薪仍处于一部分俱乐部
有“意”，而一部分球员有“异”的阶段。与欧
洲联赛球队不同，中超球队仍处于集训备战
期。此外，由于中国联赛职业化程度相对较
低，俱乐部受停赛影响的冲击也不同。是否降
薪、降薪多少，需要中国足协提出相关政策，
也需要俱乐部和球员商讨达成一致。

温网停办，是继奥运推迟后最具冲击性的
消息。

4月1日，全英俱乐部发表声明称，由于担
忧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决定停办
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这一四大满贯赛
事自二战以来首次遭遇取消命运。

随着温网的取消，今年的草地网球赛季也
宣告结束。视疫情的发展，本赛季的网球巡回
赛事将至少中断至7月13日。

在此前，原定于 5 月举行的法国网球公开
赛已推迟至 9 月下旬。与法网等红土赛事不
同，草地比赛对天气的要求极高，比赛延期空
间有限。因而，温网停办便成为唯一的选项。

不过，让主办方感到庆幸的是，由于提前购
买了传染病疫情相关的保险，可以将赛事取消的
损失降到最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除了

温网外，其他三大满贯赛事都未购买类似赛事取
消的保险。法国网协此前表示，一旦今年的法网
无法进行，他们将损失2.6亿欧元的收入。

在去年的温网比赛中，瑞士天王费德勒同
塞尔维亚球星德约科维奇奉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五局大战，最终后者惊险夺冠；中国金花的表现同
样亮眼，张帅打进女单8强，徐一幡获得女双亚军
……然而，种种精彩与恩仇，已无缘在今年上演。
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温网取消的消息时，曾8次在温
网捧杯的费德勒只用了一个词：极度震惊。

事实上，相较于金字塔尖的明星球员，职
业赛事的取消对大多数低排名的球员影响更
大。对世界排名 100 名之后的球员来说，没有
比赛、拿不到可观的参赛奖金，便意味着失去
了主要收入来源。如果网球赛事持续停摆，对
于年轻球员的涌现和世界网坛的发展无疑会造

成严重打击。
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情况来看，本赛季网

球巡回赛要想在 7 月重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同期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已经推迟一年，
从最坏的可能来看，本赛季的网球赛事面临着
全部取消的风险。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 9 月底开启的“中国
赛季”，目前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随着法网延
期至 9月 20日至 10月 3日，若届时比赛正常举
行，将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多站比赛“撞车”。同
时，法网的开赛时间也与美国网球公开赛仅相
隔1个星期。如果大满贯比赛“扎堆”，各国选
手选择性参赛，以中国网球公开赛为代表的中
国赛季王牌赛事不免会遭遇星光黯淡的危机。
目前，多项中国赛季的赛事官方表示，仍将按
原定计划推进赛事筹备工作。

体育：赛事停摆，运动不息息
本报记者 刘 峣

本报电 中国男子跳高名将
张国伟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退役，告别运动员生涯。

4月 5日下午，张国伟在个
人微博中写道：“对不起，我真
的跳不动了，我决定退役了。”
就在不久前，张国伟还在海外参
赛，对于这一突然的决定，众多
网友表达了关心，但他本人并没
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即将年满 29 岁的张国伟出
生于山东烟台，是中国田径队近
年来的明星运动员之一。2015
年，张国伟迎来职业生涯巅峰时
刻，他不仅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
到2米38，距离名宿朱建华保持
的 2 米 39 的全国纪录只有一厘
米，并且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上收
获银牌。

但近年来，由于伤病等多方
面因素的困扰，张国伟的状态一
般，在里约奥运会上只跳出 2 米
22，无缘决赛。

◀ 2015 年 8 月 30 日，张国
伟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田联世界田
径锦标赛男子跳高决赛中庆祝试
跳成功。最终，他和乌克兰选手
邦达连科同以2米33的成绩获得
银牌。 新华社记 曹 灿摄

“对不起，我真的跳不动了”

中国跳高名将张国伟退役 据新华社电 中国田径协会4月
6 日发布 《关于落实国家体育总局
办公厅第 47 号文件精神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马拉松
等大型活动、赛事暂不恢复，同时
要求各赛事组委会、运营单位采用
网络形式向当地群众推广并科学指
导居家跑步锻炼活动。

中国田协 6 日在 《通知》 中表
示，为了切实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减少人员流动聚集产生
的隐患，自总局通知下发之日起，

马拉松等大型活动、赛事暂不恢
复。为充分保障跑者权益，各赛事
组委会应充分做好赛事取消、延期
等赛事信息的及时发布，并做好与
跑者的沟通等工作。

《通知》 要求，各赛事组委会、
运营单位应根据本赛事特点及地方
的疫情状况，采用网络形式，向当
地群众推广并科学指导居家跑步锻
炼活动，同时表示相关赛事及活动
恢复时间将根据体育总局通知另文
发布。

中国马拉松赛事暂不恢复中国马拉松赛事暂不恢复

据新华社电 世界羽联 6 日表
示，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
蔓延，决定暂停原定今年5月到7月
举行的世界巡回赛等世界羽联旗下
赛事。

世界羽联在一份声明中说，鉴
于疫情蔓延，世界羽联与主办协
会、大洲协会商讨后做出了暂停举
办比赛的决定。这一决定所涉及最
高级别赛事是原定6月16日至21日
举行的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印尼公
开赛，其他赛事还有6月2日至7日

的澳大利亚公开赛、6 月 9 日至 14
日的泰国公开赛、7 月 7 日至 12 日
的俄罗斯公开赛。

受疫情影响，世界羽联先前已
经宣布暂停举行3月至4月的多项赛
事，推迟原定5月16日至24日在丹
麦奥胡斯举行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羽毛球团体赛。

在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举行后，
世界羽联上月底宣布“冻结”世界排
名，同时表示将启动评估程序以确认
奥运会资格系统会如何受到影响。

世界羽联暂停5月至7月赛事世界羽联暂停5月至7月赛事

从4月1日起，东京奥运会火种灯在日本福岛县国家足球训练中心举行
为期一个月的展览。 新华社发

从4月1日起，东京奥运会火种灯在日本福岛县国家足球训练中心举行
为期一个月的展览。 新华社发

4月3日，德甲多特蒙德俱乐部宣布，俱乐部主场西格纳伊度纳公园球场将改造成当地的新
冠肺炎病毒临时检测中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