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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延至2021年，无奈的唯一选择
当地时间 3 月 17 日， 欧足联召集

55 个成员协会召开的视频会议成为足

球世界的焦点。 由于法国《队报》此前已

透露欧洲杯将延期一年的决定，因此整

个足球圈都在静静等待欧足联的官宣：

没有任何意外 ，2020 年欧洲杯推迟至

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7 月 11 日举行。此

后南美足联也紧跟步伐， 宣布 2020 年

美洲杯将推迟至同一时间举行。

这场欧足联与欧洲各大俱乐部之

间的博弈最终以后者胜利而告终 。 然

而，欧洲杯延期只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

诺骨牌，未来数年的国际足球赛历将饱

受牵连，留下“一地鸡毛”亟待欧足联与

国际足联解决。

欧足联为疫情与联赛让路

在宣布欧洲杯延期决定的同时，欧

足联强调这一决定是为了优先确保本

赛季欧洲各联赛完赛 ，“如果疫情情况

得到改善，我们可以适当 、谨慎地恢复

比赛，我们将尽力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

之前完成各地联赛与欧战赛事。 ”欧足

联还指出， 如果 6 月 30 日的完赛日期

最终未能实现 ，2020/21 年欧冠联赛与

欧联杯资格赛有可能进行调整。

正如欧足联所说，欧洲杯推迟一年

不仅是基于疫情考虑，也为各地联赛与

欧战赛事提供宽松的完赛条件。 “雅虎

体育”认为，欧洲杯推迟至 2021 年夏天

是正确的决定，至少这是对欧洲足球伤

害最小的决定。 如果欧洲各地联赛为欧

洲杯让路，将对很多俱乐部的收入造成

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对于高度依赖门

票与转播收入维生的中小俱乐部和低

级别联赛球队而言，如果本赛季联赛以

中断而告终，将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

以德国联赛为例，停摆的德甲联赛

若就此结束赛季， 经济损失将达 7.5 亿

欧元。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主席鲁梅尼格

认为，如果联赛收入缩水 ，可以预见的

是， 很多中小俱乐部将陷入财务危机。

德乙联赛的状况将更水深火热 。 据统

计，在所有 36 家德甲与德乙俱乐部中，

约有四分之一将无法逃过严苛的德国

《破产法》。

因此，在欧足联官方宣布欧洲杯延

期的决定后， 法国足协主席勒格拉埃、

英足总首席执行官布林汉姆、西班牙足

协主席鲁维亚莱斯及欧洲各大联赛俱

乐部负责人纷纷发声支持欧足联的决

定，而他们的声明中都离不开 “这一决

定让 6 月结束各国联赛成为了可能 ”。

而为什么要强调联赛须在 6 月 30 日之

前结束？ 因为欧洲主流联赛跨年度赛季

以 6 月 30 日为终点 ，球员 、教练 、工作

人员的工作合同均以某年的 6 月 30 日

为一个周期的结束日 ， 如果超出此时

限，会带来难以处理的无穷麻烦。

世俱杯延至何时仍是一个谜

欧洲杯史上首次延期，势必将让欧

足联承担不小的经济损失。 该机构在公

告中如是表示：“作为欧洲足球的管理

机构，我们主导了这一进程 ，并为此作

出最大的牺牲。 推迟原定于今夏举办的

欧洲杯令欧足联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向态度严谨的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更

是直言，“推迟欧洲杯将令我们损失上

亿欧元。 ”据悉，目前欧足联已通过官方

合作伙伴取消了所有酒店预订，仅仅这

项损失就已逾 1 亿欧元。

过去两届欧洲杯的收入都呈持续

增长———尤其 2016 年完成扩军后 ，欧

洲杯的总营收达到创纪录的 19.16 亿欧

元，比 2012 年增长将近四成。 对于主打

金牌赛事、 生财有道的欧足联而言，群

星璀璨的欧洲杯原本将为这个四年周

期画下完美的句号 。 然而 ，据 《体育画

报》分析，在欧洲足球的权力结构中，各

大俱乐部的地位与影响力远远高于管

理机构，因此俱乐部的利益最终战胜欧

足联的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洲杯推迟至2021年6月开幕 ，与

原定同一时间段在中国举行的世俱杯

“撞车”。 此前国际足联为提升世俱杯的

参与度和影响力，决定从2021年起扩军

至24支球队， 并改为四年举办一次，可

如今世俱杯又该何去何从？ 国际足联昨

天已证实2021年世俱杯将延期，但延期

至何时需各方进一步讨论。 国际足联主

席因凡蒂诺表示，2021年、2022年、2023

年皆为选项。 不过，无论推迟至何时都

将与国际足球固有赛历产生一定冲突。

虽然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冬天举行，

但如果同年夏天安排大赛，则意味着参

赛精英选手从2020/21赛季至2022/23赛

季都没有完整假期； 而2023年6月中国

还将举办亚洲杯，且多个承办城市也承

担了世俱杯办赛任务。

欧洲杯与世俱杯的冲突只是欧洲

杯延期影响的一部分。 原定于明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27 日举行的欧青赛 、7 月

11 日至 8 月 1 日举办的女足欧洲杯也

将受到牵连，这些都将是新冠疫情留给

世界足坛的“伤疤”。 但正如德国国家队

主教练勒夫所言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

保证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足球领域

亦如此 。 因此推迟欧洲杯绝对是正确

的，我们别无选择。 ”欧洲杯延期并非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但却是疫情肆虐

之下最好的决定。

中超球队纷纷结束集训撤回国内
中国足坛首现新冠病例，外援多利随梅州客家队境外集训月余返穗时确诊

在阿布扎比最后几天，上海申花队

球员的心情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发展，俱

乐部此前制定好的多套计划完全跟不

上变化。当球员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

新冠疫情在国内逐步稳定，当大家看到

阿布扎比酒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少，戴口

罩的人越来越多，尽快回国就成了所有

人最迫切的想法。由于多条国际航线早

已不再正常运营， 改期回国并不容易，

好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俱乐部没有

让大家失望———北京时间 3 月 14 日

晚，申花队从阿布扎比出发，途经迪拜、

北京，最终顺利到达上海，整个旅程花

费了超过一整天的时间。

心急火燎地离开阿联酋的中国球

队并不只有申花。 因为疫情，外加阿布

扎比、迪拜作为欧亚间客货转运站的重

要地位，绝大部分在那里集训的中国球

队都作出了差不多的选择。 3 月 5 日，

原本将在迪拜展开集训的北京国安队

取消了整个集训计划，球员们分批迅速

返回国内；3 月 11 日，广州恒大队提前

结束在迪拜的集训启程回国 ；3 月 14

日，广州富力队改变之前的计划，从迪

拜飞往香港，而后乘坐大巴回到广州；3

月 17 日， 重庆当代队结束在迪拜的集

训，转战昆明红塔训练基地；而最“倒霉”

的或许要算深圳佳兆业队， 该队本月 9

日才刚刚抵达迪拜， 短短六天之后就返

回深圳，结束了这次仓促的旅程。除此之

外， 已经在外漂泊了多日的武汉卓尔队

也于 3月 14日从西班牙返回国内。

在海外集训的中国球队集体 “逃

亡”有没有必要，事实很快便给出答案。

根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上午

发布的消息，效力于中甲球队梅州客家

的巴西籍球员多利·戈麦斯·纳西门托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此前一个多月，多

利一直跟随球队在泰国进行集训。 3 月

16 日梅州客家结束集训返回广州 ，入

境时出现发烧症状的多利被送往医院

进行检查，并于昨天确诊感染。 根据要

求，梅州客家队全体成员已开始隔离观

察，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感染病例。

在多利成为中国足坛的首个确诊

病例前，其余近期回国的球队都将防疫

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本月 4 日从迪拜

回沪的上港队已结束两周自我隔离，将

于近期开始逐步恢复训练，其余几支球

队也已按要求展开了隔离观察，其中广

州富力和深圳佳兆业甚至还给全体成

员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在海外集训尚未回国的中超

球队只剩石家庄永昌和大连人队。前者

将按计划于本月 20 日启程回国， 至于

此后的安排，俱乐部方面表示已做了多

套预案，将根据实际情况按需选择。 在

西班牙马贝拉集训的大连人队也表示

将于近日返回国内，但目前还没有公布

确切日期。 除此之外，正在迪拜集训的

中国男足目前也还没有确定回国时间

表， 据悉为了保证球员的健康安全，中

国足协倾向于使用包机接球队回国，但

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包机降落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目前多数中超

球队都已经回到国内， 但部分外援、外

教依然还没回来，鉴于目前国内严防境

外输入病例的力度越来越大，各俱乐部

正计划尽快让这些成员回到球队中。比

如上海上港队的胡尔克、奥斯卡和阿瑙

托维奇等人便将在月底回到上海，这样

算上两周的隔离期，他们重新走上训练

场备战至少也要等到 4 月中旬。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本报记者 吴雨伦

球员开优步揭示网坛冰冷现实
男女职业网球赛事全线暂停，底层选手断了生计

当德约科维奇、纳达尔等网球巨星

享受着难得的闲暇时光 ， 世界排名第

728 位的美国网球运动员丹尼斯·诺维

科夫近日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

自己开优步的照片，并配文“开优步，直

到网球赛事恢复”。

诺维科夫的遭遇不过是网球赛事

全面停摆后无数底层运动员的缩影。 鲜

花、掌声、赞助商、高额奖金 、出场费甚

至私人飞机，这些都是金字塔顶的一流

选手才能得到的待遇。 对于大多数网球

选手， 顶尖明星的光鲜亮丽遥不可及，

他们在决定参赛日程时需要再三权衡

赛事奖金与差旅费用，为限制开支而无

法提前到达比赛地调整时差，与他们相

伴的是无尽的孤独与失利。

奖金是绝大多数球员的
全部收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男子职业网

球协会（ATP）3 月 12 日宣布，ATP 各项

赛事将停摆六周，4 月 27 日之前所有巡

回赛与挑战赛都将取消。 据中国男网选

手华润豪回忆，3 月 11 日他正在突尼斯

莫纳斯提尔参赛， 比赛进行至第二盘，

组委会向各位选手下发了停赛的通知。

当次日 ATP 停摆六周的消息传来，

此站比赛被取消，选手的成绩与积分均

不计算，于是华润豪开始搜寻回南京的

机票。 然而，因新冠疫情已肆虐全球，若

经欧洲转机目前需要申根签证，而迪拜

飞上海的航班也因疫情而停飞，他无奈

踏上从突尼斯经迪拜转机至北京，再坐

高铁至南京的 48 小时曲折回家路。

华润豪的遭遇只是低排名网球选

手在疫情下的冰山一角。 目前正在南京

体育学院隔离的他已足够幸运，在江苏

省队的支持下尚能专心训练，无需为自

己的生计与参赛费用而奔波。 随着网球

赛事全面停摆，绝大多数国外网球选手

都已失去收入来源，所以平时混迹于低

级别赛事的美国人诺维科夫才会开起

优步。 而据华润豪透露，他所熟知的美

国双打选手科里·洛维特为维持生计 ，

目前正在亚特兰大一所网球学校授课。

这就是生活在巡回赛最底层球员

的现状：没有像样的赞助合同 ，比赛奖

金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收入来源。 乌克兰

球员斯塔霍夫斯基曾表示 ，“无法跻身

前 20 位的职业球员们的状况没有太大

的区别。 除了比赛奖金，他们没有任何

收入，那些看起来诱人的赞助合同只属

于世界排名前列的选手。 ”

他们和顶级明星生活在
不同世界

每年温网进行时，费德勒总会在温

布尔登镇上租两栋房子，一栋给自己与

家人住，另一栋给了自己分工明确的庞

大团队，包括教练、陪练 、体能理疗师 、

按摩治疗师，甚至运动心理学家等。 他

们为费德勒张罗各种琐事，以便他心无

杂念地投入训练和比赛。 而低级别的选

手们又是如何参赛备战的呢？ 去年，英

国广播公司（BBC）就报道了当时世界排

名第 556 位的瑞典女子网球运动员玛

丽娜·尤丹诺夫， 她的故事更生动地揭

露了职业网坛光鲜背后的另一面。

2017 年 ，27 岁的尤丹诺夫是一名

年薪超过 3 万英镑的沃尔沃工程师，定

居在哥德堡的她衣食无忧。 但作为前瑞

典全国青少年冠军，尤丹诺夫在那一年

决心抛弃稳定的生活，跳入水深火热的

低级别职业网球圈，探索未知的可能。

尤丹诺夫透露，独自征战的她总会

被组委会安排与另一位女选手同住一

个房间，“有好几次，我就和明天的对手

共享一间房。 如果你的室友已经出局，

但她离回程日期还剩下几天，那么这样

的场景经常出现：室友大摇大摆地出门

约会，半夜回来 ，而把正在熟睡的你吵

醒，而你明天一大早还要参加比赛。 这

就是生活，绝大多数球员们需要面对的

生活。 ”没有教练，没有帮手，尤丹诺夫

只能依靠网络搜集对手情报，暗中观察

对手的社交媒体账号，向圈内好友寻求

比赛建议，是他们了解对手最经常的做

法 ，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打开 ITF 与

WTA 网站，查看对手的历史战绩，并检

查与她交手过的球员名单，给其中认识

的人发短信 ，询问对方比赛风格 ，或者

直接上 Instagram 查看她的打法。 ”

与女子网坛相比，男子网坛的低排

名运动员更看不到出路。 过去十年，“四

巨头 ” 瓜分大部分大满贯与大师赛冠

军，排名 20 名开外的选手只能依靠 250

分赛事甚至更低级别的赛事奖金解决

燃眉之急。 而据美国“网球世界”网站报

道，世界排名 300 名开外的意大利球员

罗贝托·马卡洛 2018 年的单打战绩为

67 胜 33 负，但基本混迹于 ITF 挑战赛，

赛季总奖金仅有 21993 美元 ，“挣到的

钱总没有花掉的多 ， 我没有赞助商收

入，也没有意大利网协的资助 ，父亲是

我唯一的资助人。 ”虽然底层网球运动

员生存难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至

今网球界依然未真正提出可行性方案，

这就是绝大多数网球运动员面临且无

法改变的冰冷现实。 更可怕的是，这次

新冠疫情断了他们仅有的收入，这一切

未来会如何，暂时还没有答案。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布雷迪续写 NFL 传奇

告别爱国者 转战坦帕湾

从小仰望着迈克尔·乔丹神迹长

大的汤姆·布雷迪曾不止一次提起，自

己无法与偶像相提并论 ，但自从他在

2017 年 “超级碗 ”总决赛导演了那场

荡气回肠的伟大逆转 ， 一举奠定历

史最佳以来 ， 关于两人的比较就从

未停歇。

两位传奇在各自领域均有着旁人

无法企及的成就， 如今就连职业生涯

末期的走向也如此相似———2001 年，

38 岁的乔丹在第二次复出时首度脱

下芝加哥公牛队的战袍， 将落脚点选

在了华盛顿奇才；北京时间昨天，在履

行完最后一天的合同后，42 岁的布雷

迪正式宣布结束与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长达廿载的合作，以近 3000 万美元的

年薪加盟坦帕湾海盗续写传奇。 这一

重磅新闻一经公布即成为轰动话题，

在深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北美职业体育

圈内引发热议。

与以 “探花秀 ”之姿 “降临 ”NBA

的乔丹相比，布雷迪的起点要低得多。

千禧年的 NFL 选秀， 这位身材瘦弱、

天资平庸的密歇根大学学生直到第六

轮、总第 199 顺位才被爱国者相中。整

个新秀赛季， 布雷迪几乎都在板凳上

度过，这也符合球队当时对他的定位。

在北美职业体育圈， 球队往往会将选

择像布雷迪这样低顺位出身的球员比

作刮彩票， 而这位在大学生涯被称作

“逆转小子”的四分卫，就是整个 NFL

历史上最大的惊喜。 加入爱国者一年

后，因为队友的受伤，布雷迪首度被推

上先发四分卫的位置， 在经历了两场

的低迷后渐入佳境，与名帅比尔·比利

切克一同拉开了一段传奇的序幕。 连

续 20 年胜率从未跌破五成 ，17 次夺

得美联东区冠军，九次进入“超级碗”

总决赛并赢得了其中的六次，“爱国者

王朝”为进入新世纪后的 NFL 奠定基

调， 布雷迪则在此期间实现了不可思

议的荣誉积累， 其中包括四届 “超级

碗”MVP （最有价值球员）、 三次联盟

MVP、五次入选最佳阵容、两夺年度最

佳进攻球员，以及 14 次入选“职业碗”

全明星阵容。

在布雷迪之前， 从未有四分卫能

在一支球队效力如此长的时间。毕竟，

这是代表着美式橄榄球场上灵魂的位

置，一批又一批天才涌现的背后，则是

老一代四分卫默默退出舞台中央。 和

当初与公牛队管理层已有嫌隙的乔丹

不同， 布雷迪与爱国者的告别称得上

是好聚好散， 尽管后者在过去这些年

间已不止一次因为将夺冠功臣扫地出

门而遭受指责。 布雷迪并未公开离开

老东家的原因，而是深情表达感谢，甚

至将在爱国者效力的这段经历称作

“人生中最快乐的 20 年”。就在布雷迪

说出 “对于新英格兰， 我只有爱与感

激” 后不久， 恩师比利切克就发表长

文，以“爱国者辉煌的缔造者”“让球队

文化熠熠生辉、生生不息的传奇”赞美

弟子。 长文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那

句，“在生命的长河中， 有时你得花上

一些时间才能真正嗅得芳香、 觅得良

才，但布雷迪不属于此，他是特殊的那

一个，更是史上最佳。 ”

无论师徒间多么不舍， 离别总将

不可避免的到来。所幸，如今执掌布雷

迪新东家坦帕湾海盗教鞭的是同样善

于调教四分卫的名帅布鲁斯·阿里安

斯， 他所执教的球员中就包括了曾与

布雷迪一时瑜亮的另一位传奇四分卫

佩顿·曼宁。 新环境之下，布雷迪仍有

缔造传奇的机会，在坦帕湾海盗阵中，

已囤积了足够多的优秀接球手与其配

合。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时代的变

迁———过去这些年间， 兼具跑动能力

与传球技能的双威胁四分卫， 似乎已

有取代布雷迪这些专精于传球的传统

口袋型四分卫的趋势。尽管如此，大多

数人依然坚信布雷迪能适应时代的转

变， 实现打到 45 岁退役的人生理想，

原因很简单：他是汤姆·布雷迪。

沪彩民获体彩千万大奖

本报讯 上海体彩恢复开市不久

即迎来好消息 。 3 月 16 日 ， 体彩大

乐透第 20011 期开奖， 全国共开出 5

注一等奖， 其中唯一 1 注 1638 万元

追加投注一等奖归属申城。

数据显示， 当期大乐透前区开出

号码 “02、13、19、22、23”，后区开出号

码“02、07”，上海中出的 1 注追加投注

头奖出自浦东新区一家体育彩票竞彩

网点 ，中奖彩票是一张 “6+2”复式追

加票，投注金额 18 元，投注 6 注，单票

中奖总金额 1638 万元。因采取了追加

投注， 这位幸运彩民多收获了 727 万

元的追加奖金。

大乐透第 20011 期以 1.69 亿元

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 6098 万元。 而这位在上海从事餐

饮服务行业的大奖得主， 与彩票结缘

正是受热心公益事业的老板影响 。

“老板购买超级大乐透十余年， 经常

用中得的奖金资助社会贫困人群， 此

次疫情期间又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采

购口罩赠予他人。” 据他介绍， 自己

从去年起也开始购买大乐透， 想着既

能做善事助人， 又能为自己的梦想助

力， “选定几个有意义的幸运数字，

每次投入金额控制在 20 元以内， 去

年就中得过一次大乐透二等奖， 但今

年体彩刚恢复开市就拿下千万头奖还

是没想到。” （文彬）

世界排名第 728 位的美国网球运动员丹尼斯·诺维科夫近日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自己开优步的照片， 并配文 “开优步， 直到网球赛事恢复”。

网络截图

因与改期后

的 欧 洲 杯 “撞

车 ”， 国际足联

主席因凡蒂诺力

推的世俱杯也被

迫延期。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