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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职业联赛
公布回归计划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过去一周，

全球多个职业体育联盟公布回归计

划。不过鉴于疫情形势，这些赛事均采

取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其中，本赛季常

规赛已进行了 85%的 NHL（北美职业

冰球联盟）将取消剩余部分常规赛，直

接进入季后赛阶段。 东西部排名前 12

的队伍将于今夏晚些时候在两座交通

枢纽城市展开角逐，争夺象征着 NHL

最高荣誉的斯坦利杯。

目前，NHL 联盟尚未公布比赛城

市或具体赛期，根据联盟要求，所有球

队前往赛地的总人数均不得超过 50

人。 这意味着仅有少量后勤人员可随

队出征。 据 NHL 总裁加里·贝特曼介

绍， 该计划是在与球员工会进行数周

的协商后作出的， 计划最重要的环节

并非对赛期的缩减， 而是确定如何定

期进行严格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同样宣布回归的还有 NPB（日本

职业棒球联赛）。 原定于 3 月 20 日开

启本赛季常规赛的 NPB 经线上临时

会议敲定，中央、太平洋两大联盟常规

赛于 6 月 19 日开幕。 为防止感染，常

规赛暂时将以“空场”形式进行。 据日

本共同社报道， 这是自 4 月日本政府

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来， 日本首个确

定举行的国内职业体育正式比赛。

自 3 月以来始终处于停摆状态的

职业网坛，也将迎来赛事开幕。在 ATP

（男子职业网球协会）与 WTA（女子职

业网球协会） 的停摆期限已延至 8 月

的情况下 ， 原本存在感不强的 WTT

（世界团体网球职业联盟）却将率先重

启。 作为娱乐性较强的团体赛事，第

45 届世界网球团体赛将于 7 月 12 日

至 8 月 2 日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举

行。 据 WTT 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席尔

瓦介绍， 选择西弗吉尼亚州是因为这

是全美新冠病例最少的地区之一。 尽

管未采取“空场”形式，但 WTT 赛事为

遵守当地防疫规定， 将严格限制现场

观众人数。 届时，容量为 2500 人的比

赛场地至多只会允许 500 人观赛。

意甲坚持6月13日重启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当地时间

5 月 26 日，意甲联盟在其官方网站发

布声明， 将维持 6 月 13 日复赛计划，

同时要求联赛转播商遵守转播合同。

意大利体育部、 意大利足协与意甲联

盟将于 5 月 28 日召开会议， 并于 29

日宣布最终决定。

早在 5 月 13 日，意甲联盟便在召

开紧急会议后宣布暂定 6 月 13 日重

启意甲联赛。 然而随着意大利总理孔

特 18日签署“所有体育赛事继续暂停

至 6 月 14 日”的法令，意甲复赛面临

严峻挑战。 在 26 日召集 20 家俱乐部

代表召开视频会议后， 意甲联盟确认

将继续执行 6 月 13 日的重启计划，这

一决定得到了大部分俱乐部代表认可。

目前意甲联赛已战至第 26 轮，其

中第 25 轮仍有四场比赛（国际米兰对

桑普多利亚、亚特兰大对萨索洛、都灵

对帕尔马、维罗纳对卡利亚里）因疫情

而被推迟。 按照联盟的计划， 当 6 月

13 日意甲重启时，将首先举行被推迟

的四场比赛从而完成前 26 轮的所有

比赛。 从 6 月 20 日起，意甲将重回正

轨并开始第 27 轮联赛。

同时， 意甲联盟还在声明中要求

天空体育与 DAZN 两家电视转播商

正常支付转播费。意甲自 3 月 10 日以

来一直处于停摆状态， 因此这两家转

播商试图扣留最后三分之一转播款

项， 而意甲联盟以及所有俱乐部要求

他们遵守协议。

体彩大乐透派奖活动
单期开出10注一等奖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 5 月 25 日

完成“9.9 亿元大派奖”第 12 期开奖。

第 20041 期全国共中出 10 注一等奖，

当期通过 3.23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

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16 亿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7、13、20、

29、34”，后区开出号码“04、07”。 在 10

注一等奖中，7 注为 2100 万余元追加

投注一等奖 （含 817 万余元基本投注

奖金、349 万余元基本投注派奖奖金、

653 万余元追加奖金、279 万余元追加

派奖奖金），3 注为 817 万余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 福建泉州中出 3 注追加投

注一等奖，一张 27 元 3 倍投注的单式

票独揽 6300 万余元奖金。

除一等奖外， 二等奖开出 85 注，

每注奖金为 16.48 万余元。其中，59 注

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13.18

万余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9.67 万余元， 在 59 注追加投注二等

奖中有 16 注收获幸运奖派奖。

三等奖中出 221 注， 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其中 51 注收获幸运奖。 四

等奖中出 717 注 ， 单注奖金为 3000

元，其中 147 注收获幸运奖。五等奖中

出 13065 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其中

2895 注收获幸运奖 。 六等奖中出

21561 注， 单注奖金为 200 元， 其中

4562 注收获幸运奖 。 七等奖中出

29431 注， 单注奖金为 100 元， 其中

6200 注收获幸运奖 。 八等奖中出

636153 注， 单注奖金为 15 元， 其中

130936 注收获幸运奖 。 九等奖开出

6890489 注， 单注奖金为 5 元， 其中

1407071 注收获幸运奖。 据统计，当期

幸运奖共派送 2041 万元。 （文彬）

体育与教育，彼此都不能缺了对方
从专业选手的基础教育到青少年的体育教育，两会代表委员聚焦体教融合

两会期间 ， 许多代表 、 委员将目

光投向体育教育 。 从体校学员 、 专业

运动员的基础教育 ， 到青少年 、 儿童

的体育教育 ， 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话题 。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 、 中国篮协

主席姚明在题为 《体教融合不能忽视

人格塑造 》 的发言中所提到的 ， “没

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 ， 离开教育

的体育是不牢固的。”

专业运动员教育问题受关注

姚明在提案中重点关注了国内竞技

体育的人才培养问题。 在姚明看来， 国

内不少体育项目的后备人才储备并不雄

厚 。 他以篮球项目为例列举了一组数

据 ： 在 CBA 联赛现有的 20 家俱乐部

中， 近六成球员为辽宁、 山东、 吉林 、

黑龙江、 河北、 江苏六省输送， 而通过

非专业队渠道进入联赛的球员仅 20 余

人， 拓宽青训渠道已是当务之急。

在建议理顺包括学校 、 职业俱乐

部、 专业运动队、 社会机构在内的人才

输送机制， 做到 “谁培养， 谁受益” 的

同时， 姚明还提及了要 “化解职业俱乐

部、 专业运动员升学壁垒”， 建议将适

龄体校学员、 专业运动员全部纳入义务

教育体系 ， 提升专业运动员的人文素

质、 科学素质。 “我们需要在义务教育

阶段， 让体育回归教育， 培养的是有知

识、 有文化的运动员， 而不是只知道争

金夺银、 只知道胜负的运动员。” 姚明

表示 。 为此 ， 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

议， 其中包括 “鼓励中小学校与体校加

强合作” “体校教师进教师编制， 在工

资待遇、 职称评定、 继续教育等方面纳

入教育系统统筹” “提高基层教练员 、

裁判员待遇， 鼓励基层教练员参与学校

体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 等。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女排队员张常

宁则将视线聚焦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

建设问题。在她看来，这不仅是校园体育

的重要一环， 对带动学校体育事业健康

有序发展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也

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高校建设高水平

运动队为投身体育的青少年提供了升学

渠道，为高校营造体育氛围，同时为专业

队运动员解决了文化学习难题 。 ”张常

宁从两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加强政策

引导，进一步提高体育在学生的综合评

定和升学指标中的权重，把政策要求转

变成学校学生的重视和加强体育的自

觉行动；提高招生比例，譬如把高校运动

队的招生规模， 由不超过本校上一年度

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 1%提高至 10%。

体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一环

除专业运动员的教育问题， 体教融

合的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 儿童群体的

体育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福建省

委主委吴志明领衔 108 名全国政协委员

联名， 提交了 《关于落实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 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的提案》，

建议将体育列入中高考必考科目， 并给

予语文、 数学等主科一样的考分权重 ，

激发学校、 家长、 学生的内生动力， 真

正实现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

姚明在提案中同样提及了体育教育

的问题。他认为，围绕体教融合的各类顶

层设计、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应当以人

为本， 在促进广大青少年强身健体的同

时，不能忽视人格塑造。 对此，姚明的建

议是“建立涵盖基础体能、专项技能、专

业竞赛的社会化体育教学体系”。为达到

这一目标，姚明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扩大校内、 校际体育比赛覆盖面和参与

度， 在广泛开展校内竞赛活动基础上建

设学校代表队； 支持学校成立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 解决体育教师进行课外辅导

的课时补贴；健全法律保障，设立学校体

育运动意外伤害保险基金； 加强对学校

体育教学、课余训练、竞赛、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的评估、指导和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

的建议则围绕着 “体育教育 ‘关口’ 前

移”。 据朱婷介绍， 这一建议基于其过

去两三年在海外职业联赛效力期间的观

察、 了解与对比， “我发现， 队友们的

成长路径和我完全不同， 并非个子高才

去从事排球。 她们自小和父母玩球， 因

为喜欢才投入专业训练。” 因此， 朱婷

认为， “体育教育的 ‘关口’ 应该前移

到学龄前儿童， 重视幼儿体育启蒙， 早

早在小朋友心里种下参与体育的种子 ，

让运动成为伴随一生的习惯。 这关系到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家庭， 也关系到我

们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

员委员会主席杨扬， 则将关注点放在了

与儿童、 青少年密切相关的社区体育场

所。 杨扬发现， 大多供成年人使用的社

区体育设施， 对儿童和青少年具有一定

风险性， 而滑梯、 攀爬架等更适宜这两

类人群的公共设施则较为缺失。 为此 ，

杨扬建议， 将社区儿童青少年体育纳入

全民健身、 社区发展等范畴， 呼吁出台

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相关标准， 科学有

效地指导社区体育规划、 设施建设和使

用等相关工作。

■本报记者 谢笑添

这是一种悲哀，但更应成为希望
足协公布职业联赛准入结果，包括“十冠王”辽足在内的 16 支队消亡

在几番挣扎之后， 拥有 67 年辉煌

历史的辽足还是没能逃脱解散的厄运。

5 月 24 日， 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通过

已经停更四个月的微博正式宣布告别

职业联赛 ， 这支球队曾为中国足球培

养出数代优秀球员 ， 并创造过 “十冠

王” 佳绩 ， 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 成为

回忆。

作为辽宁足球的血脉代表 ， 辽宁

宏运队的消失固然令人感到悲哀 ， 但

短短一天之后人们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5 月 25 日， 辽宁省体育局在沈阳市奥

体中心授予辽宁沈阳城市建设足球队

“新辽足 ” 称号 ， 这支由原辽足 “快

马” 庄毅投资的中甲新军接过了 “新

辽足” 的旗帜， 将继承辽足血脉。

2020 赛季开始前， 总共有包括辽

宁宏运在内的 16 家俱乐部正式退出职

业联赛， 这直接导致中乙联赛仅剩 21

支球队通过准入 ， 而上赛季这个数字

是 32。 要求所有退出都能如同辽足那

般完成迅速更替并不现实 ， 但在大面

积优胜劣汰之后 ， 中国足球或许正在

走出一个新的开端。

“元凶”当属“金元足球”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 ， 包括

辽宁宏运在内， 有 11 家没能通过准入

审核的足球俱乐部均因为 “存在欠薪

行为且未能解决”， 而包括天津天海在

内的另外五家俱乐部则为 “主动申报

退出职业联赛”， 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

题。 在前两个赛季总会有那么几家俱

乐部消失作为铺垫的情况下 ， 中国足

球在 2020 赛季开始前迎来了一次规模

空前的退出潮。

《北京青年报 》 在评论中直言 ，

多达 16 支球队的退出规模令人瞠目结

舌， 如此数量甚至已够组成一个联赛，

“16 家职业俱乐部的集体‘死亡’是个不

容忽视的危急信号。 辽足只是今年退出

职业联赛的队伍之一，但这样一块在中

国足坛算得上历史悠久的牌子就这么

倒下了，着实令人感到悲凉。 愿辽足的

消失能够为业内亮起警示灯，让这段被

终结的历史拥有更深刻的意义。 ”

中国足球当下遭遇的悲哀并非没

有预兆，而“金元足球”堪称当仁不让的

“元凶”。 澎湃新闻在报道中直指核心问

题，“辽足和天海没能逃过没钱的枷锁，

他们都被吞噬在金元浪潮之中，成为中

国足球后金元时代不幸的出局者。 中国

足球职业化 27 年， 我们的联赛仍没有

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职业球队

更是极度依赖于投资商，脆弱不堪。 这

支曾经的‘中国足球十冠王’，以如此方

式退出历史舞台， 是辽宁足球的悲哀，

也是中国足球的悲哀。 ”

中国新闻网在报道中同样谈到了

“金元足球” 带来的危害， “中国足球

的金元浪潮席卷了近 10 年 ， 不可否

认， 金元足球给联赛带来了难得的热

度， 大量球迷涌进球场 ， 中超联赛一

片欣欣向荣 。 但在浪潮退去之后留下

的将是什么？ 16 家俱乐部消亡， 如此

大面积的 ‘优胜劣汰 ’ 难言是正常现

象。 在持续的输血之后 ， 中国足球确

实应该进入一个冷静期 ， 好好沉淀一

番。 否则 ， 我们还会在未来见到更多

辽足和天津天海。”

悲哀之中蕴含“希望”

与以往总是在俱乐部准入审核时

遮遮掩掩相比 ， 中国足协此番终于勇

敢地直面问题 ， 严格执行准入规则并

公布结果 ， 这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 同

理， 对于整个中国足球而言 ， 将运营

并不健康的俱乐部逐渐排除出职业联

赛， 同样也是一个自我优化的开始。

新华社在报道中认为， 16 家俱乐

部的退出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或许正应

了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这句古话，

“中国足协此次严格执行准入程序， 令

在必信 ， 法在必行 ， 值得肯定 。 沉舟

侧畔千帆过 ， 病树前头万木春 。 本赛

季， 这些俱乐部的 ‘死亡’， 将有助于

浮动着泡沫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逐步

获得救治 ， 让其他那些更有活力的俱

乐部获得参加职业赛事的机会。”

中国足协某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 把这些不健康俱乐部排除在外 ，

是对整个中国职业足球未来发展的负

责， “如果放任这些无法存活的俱乐

部继续参加联赛 ， 会让它们自身的问

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 愈发难以

收场 ， 同时也会给三级联赛的健康带

来无法预测、 难以控制的威胁。”

拥有同样观点的还包括辽宁足球

的元老级人物 。 曾带领辽足夺得亚俱

杯冠军的老帅李应发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辽足的退出有其必然原因 ： “以

前辽宁宏运时代 ， 没有按照足球规律

和市场经营规律去办 ， 它退出中国足

球是个好事 ， 包括其他十几个退出的

俱乐部 ， 我觉得很正常 。 庄毅接过大

旗是众望所归 ， 沈阳城市从低到高越

走越好 ， 庄毅能扛起这面大旗理所应

当 ， 但是如何扛好这面大旗 ， 重塑辽

足的辉煌， 是要思考的问题。” “辽小

虎 ” 的缔造者张引同样表示 ， 老辽足

消亡令自己心情沉重 ， 但又为新辽足

诞生感到高兴 ， “老的死亡 ， 新的诞

生， 这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优胜劣汰 ，除旧迎新 ，中国足球似

乎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开端 。 如何真

正按照足球发展规律制定政策 ，如何

培育更适合职业足球发展的土壤 ，

无疑将成为中国足协以及筹备中的

职业联盟的头号任务 ，而这也将直接

关系到中国足球能多快地从寒冬走向

春天。

一周观察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大坂娜奥米缘何大获商业成功
以 3740 万美元成为过去一年全球收入最高女性运动员

当小威廉姆斯 1999 年在纽约法拉

盛公园首夺大满贯冠军时， 彼时居住

在日本的大坂娜奥米未满两岁； 19 年

后， 她在美网决赛中击败小威廉姆斯

首次问鼎大满贯。 如今这位年仅 22 岁

的日本女子网球运动员再次完成对传

奇对手的超越。

根据美国商业杂志 《福布斯 》 公

布的数据， 大坂娜奥米以 3740 万美元

取代连续四年蝉联 “全球年度收入最

高女运动员” 头衔的小威廉姆斯 ， 成

为过去一年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 ，

并刷新了莎拉波娃 2015 年时创造的

2970 万美元女运动员年度最高收入纪

录。 这位日美混血儿此番异军突起绝

非偶然， 场上耀眼的成绩与多元化文

化背景是她登顶的关键。

《福布斯》 认为 ， 首先大坂娜奥

米在球场上用两座大满贯冠军证明了

自己的实力。 2018 年美网决赛她击败

小威廉姆斯成为日本首位大满贯冠军，

此后又在 2019 年澳网完成背靠背夺

冠， 成为历史上首位荣登女单世界第

一宝座的亚洲网球选手， 这一切奠定

了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基础。

“对网球世界以外的人来说 ， 大

坂娜奥米是相对新鲜的面孔 ， 有着丰

富的背景故事。”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

学院体育产业教授大卫·卡特如此阐释

这位日本网球选手的商业价值 ， “年

轻和日美双重文化背景帮助她在全球

年轻观众中引起共鸣， 她的成功是成

为全球体育营销偶像的体现。”

在去年 《福布斯 》 公布的全球女

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中， 大坂娜奥米

以年收入 2430 万美元排名第二位。 在

短短一年中收入增长 1310 万美元， 最

直接的原因是她在东京奥运会前夕选

择只保留日本国籍。 大坂娜奥米的父

亲是美籍海地人， 母亲是日本人 ， 因

此出生于日本的她拥有美日双重国籍。

因为日本不承认双重国籍， 所以大坂

娜奥米必须在 22 岁前选择国籍。 尽管

从 3 岁起就随父母移居美国生活 ， 但

2019 年 10 月她宣布放弃美国国籍 、

保留日本国籍， 并将代表日本参加东

京奥运会， “代表日本参加奥运会将

是一份特殊的经历， 我很骄傲为国家

而奋斗， 我将为此投入更多的情感。”

虽然大坂娜奥米为放弃美国国籍

付出了巨额税款的代价———约 10 亿日

元（约 6639 万人民币 ），但此举对于她

的商业价值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选择代表日本出战东京奥运会的决定，

让她赢得大量日本品牌的青睐，广告代

言由此水涨船高。 在大坂娜奥米 15 家

个人赞助商名单中， 包括全日空航空、

资生堂 、日清食品 、日产汽车 、尤尼克

斯、西铁城等诸多日本著名企业。

国际著名体育 、 娱乐和媒体集团

IMG 是大坂娜奥米的经纪公司 ， 不过

据该公司亚太区负责人斯图尔特·杜吉

德表示， 大坂娜奥米的商业战略实际

上由其本人决定———职业生涯初期的

策略是与日产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日

本企业接轨， 随后与全球化企业取得

联系 。 去年她从阿迪达斯转投耐克 ，

后者为她支付的代言费超过 1000 万美

元， “她的知名度已不限于国家范围，

她的商业价值是全球化的， 尤其是在

亚洲和美国。” 杜吉德表示。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场上耀眼成绩与多元化文化背景， 使大坂娜奥米成为过去一年全球收入最高

女运动员。 视觉中国

曾创造过 “十

冠王” 佳绩的辽足

退出历史舞台， 上

赛季中甲升降级附

加赛次回合成为球

队的 “谢幕战”。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