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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援回归潮搅动CBA格局
常规赛第二阶段昨启幕，所有球队均签下外援

经过逾两周的休整之后 ， CBA 常

规赛第二阶段昨日启幕 ， 19 支球队将

在诸暨赛区进行 26 轮联赛争夺。 该阶

段将一直持续至明年 2 月 4 日 ， 长达

65 天的封闭比赛在联赛历史上实属首

次。 为应对高强度的漫长赛期， 两阶段

常规赛之间的调整期内， 多支球队以引

进外援的方式补强， 赛季初多达 12 支

球队不签外援的潮流正在被逐渐逆转。

作为次阶段开打后的首场对决， 吉

林男篮与苏州肯帝亚一役的背后， 其实

有一层特殊意义———这是苏州肯帝亚在

签下威尔斯与德文·威廉姆斯两名外援

后， 本赛季首度以非全华班阵容出战，

而在 CBA 官方最新公布的外援注册信

息表中， 吉林与福建是仅有的两支在表

格中仍为空白的球队。 然而就在昨日稍

晚些时候， 福建队宣布已成功为两位外

援高登及尼克尔森完成注册， 吉林也已

与老熟人多米尼克·琼斯签约， 后者将

在近日完成注册并与球队会合。 至此，

本赛季 CBA 联赛 19 支参赛队将悉数签

约外援， 其中有 14 支球队保留了两名

及以上外援。

考虑到联赛启动前多数外援无法回

归的客观现实 ， CBA 在第一阶段设置

了外援政策的缓冲期。 缓冲期内， 有外

援的球队在面对未注册外援的球队时，

外援使用次数被限制在四节两人次。 然

而根据规则， 只要相关部门调整外籍人

员的入境限制， 缓冲期将在 47 天后结

束。 随着 9 月 28 日零时起， 外交部作

出调整， 允许持有效中国工作类、 私人

事务类和团聚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

境， 相关人员无需重新申办签证， CBA

外援政策的缓冲期在 11 月正式告一段

落。 一方面， 入境政策改变为各队寻找

外援提供条件， 另一方面， 到了联赛第

二阶段 ， 无论对手阵中是否有注册外

援， 所有球队均将遵循四节四人次的外

援政策 （上赛季排在倒数四位的球队为

四节五人次）。 换言之， 全华班已无法

换来政策优惠， 对于各俱乐部而言， 即

便签下的外援水准只是堪堪高于队内本

土球员， 也有助于提高竞争力。

外援大规模回归， 很可能改变联赛

格局。 首阶段多数时候仅能由周琦独自

支撑起内线的新疆男篮， 在签下顶级内

线外援莫泰尤纳斯后， 重回夺冠热门行

列。 同样， 补充了西蒙斯的辽宁和签下

钱德勒的广厦两强， 如今均拥有双外援

组合。 面对第二阶段密集的赛程， 无疑

将极大地提升球队的容错率。 而在榜尾

球队方面， 签下高登与尼克尔森之后，

本赛季至今 11 战全败的福建队或许能

更早地等来渴望已久的胜利。

2021?澳网将推迟三周开幕
所有选手入境须隔离14天，当地政府仍心存疑虑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澳网赛事总

监克雷格·泰利在近日发送给球员的邮

件中确认 ， 2021 赛季首项大满贯澳网

将从 1 月 18 日推迟至 2 月 8 日开幕 ，

参赛选手与其团队须在 1 月 15 日至 17

日期间抵达赛地， 并接受为期两周的隔

离。 不过泰利表示， 澳网依然或因安全

问题存在被当地政府叫停的风险。

根据澳大利亚最新入境政策， 非澳

籍球员不得在 12 月入境该国。 因此球

员最早 2021 年 1 月 1 日才能抵达墨尔

本， 此后须接受 14 天的隔离期。 如果

澳网明年 1 月 18 日如期开赛， 球员仅

有三天准备时间， 且无法参加任何热身

赛 。 因此澳网组委会作出决定 ， 2021

年澳网推迟至 2 月 8 日开幕。

据泰利介绍 ， 2021 年澳网将对所

有球员及其团队成员进行严格的隔离和

检疫政策。 球员在抵达赛地第一时间将

接受核酸检测 。 核酸检测确认为阴性

后 ， 球员将进入为期 14 天的隔离期 。

在隔离期的第 1 天、 第 3 天、 第 10 天

和第 14 天， 球员还需要接受四次核酸

检测。

不过， 参赛球员在隔离期内不必全

天待在酒店房间内， 每天拥有两小时训

练时间、 两小时健身时间与一小时进餐

时间。

球员只能与另外一位球员、 各自的

教练组成固定的四人训练搭档， 如果四

人中有一人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呈阳性，

其他三人将再接受 14 天的自我隔离。

球员入境隔离期最晚于 2 月 1 日结

束， 但在隔离期里只能训练， 不能参加

比赛， 为了让球员留出时间适应 “后隔

离期”， 澳网现在计划于 2 月 8 日开幕。

泰利表示， 推迟开赛计划还能让尽可能

多的球员参赛， “如果有球员检测查出

阳性， 他们还有时间痊愈， 从而有资格

参赛。”

防疫依然是澳网面临的首要考验。

泰利透露， 只有严格遵守政府防疫部门

的规定， 大满贯赛事才能得以举行。

据悉， 澳网组委会将为参赛球员安

排包机服务， 不仅将负担球员的包机费

用， 还将承担球员及其团队隔离期间的

住宿、 饮食等开销， 这样的防疫政策将

让澳网组委会付出不菲的代价。 “但好

消息是， 澳网看起来可以在 2 月 8 日开

赛了。”

然而， 澳网主办地维多利亚州政府

依然心存疑虑。 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在本

周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双方的

讨论中， 维多利亚州政府最为关注的是

安全问题。 该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

表示， 州政府希望以保护当地人的 “社

区安全” 为首要原则， 来自世界各地的

网球选手可能通过澳网将新冠病毒带入

维多利亚州。

澳网推迟三周的决定就像一张多米

诺骨牌， 将对 2021 年职业网坛赛历安

排产生不小影响。 以 2020 年男子网坛

赛历为例， 迪拜公开赛、 鹿特丹公开赛

等 12 项 ATP 赛事都在 2 月举行， 如今

为了给澳网让路， 这些赛事须重新安排

时间， 甚至面临取消的风险。

奥沙利文成斯诺克30?来第一人
首次获得英国广播公司年度体育人物提名

一直以来， 斯诺克在众多运动中处

于弱势地位， 也长期与各大体育奖项绝

缘。 今年奥沙利文凭借第六座世锦赛冠

军， 不仅巩固了其斯诺克史上最伟大球

员的地位， 也让他首次获得英国广播公

司 （BBC） 年度体育人物提名 ， 成为

1990 年 “台球皇帝 ” 亨德利以来再获

提名的斯诺克球员。

今年 8 月在英格兰谢菲尔德的克鲁

斯堡剧院， 连续 28 年参加世锦赛的奥

沙利文以 18 比 8 击败凯伦·威尔逊， 第

六次问鼎， 并以 44 岁 255 天的年龄成

为最年长的世锦赛冠军。 该项冠军也是

奥沙利文职业生涯第 37 个排名赛冠军，

令他一举超越亨德利的 36 冠， 成为斯

诺克历史上排名赛夺冠次数最多的球

员 。 此外 ， BBC 表示 ， 奥沙利文在推

动斯诺克运动发展方面不遗余力的努力

引人瞩目， 他对待年轻球员的态度也堪

称榜样。

奥沙利文此次获得提名令世界斯诺

克巡回赛官方颇为骄傲， 因为很长一段

时间内， 斯诺克被该奖项 “忽视”。 在

过去 66 届评选中， 斯诺克球员中只有

史蒂夫·戴维斯于 1988 年成功当选。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主席巴里·赫恩

表示： “作为斯诺克历史上最伟大的球

员、 最具天赋的英国运动员之一， 奥沙

利文此次被提名可谓实至名归， 他早就

应该获得提名了， 我很高兴这一天终于

到来。 奥沙利文在球迷中的受欢迎度将

帮助斯诺克运动进一步走向世界， 考虑

到他近几年取得的成就， 我希望热爱这

项运动的观众为他投票， 帮助他最终获

奖。”

BBC 年度体育人物创立于 1954

年， 被视为英国体育界最高级别的个人

荣誉之一。 今年与奥沙利文一起获得提

名的还有刘易斯·汉密尔顿 （赛车）、 斯

图尔特·布罗德 （板球）、 乔丹·亨德森

（足球）、 霍利·杜尔尼 （马术） 以及泰

森·富里 （拳击）。

其中， 2019/2020 赛季亨德森作为

队长带领利物浦队提前七轮夺得俱乐部

历史上首座英超联赛冠军； 奔驰车手汉

密尔顿在今年收获个人第七座年度车手

总冠军 ， 追平车王舒马赫的纪录 ； 泰

森·富里则于今年 2 月拉斯维加斯复赛

中击败德昂蒂·怀尔德 ， 荣膺 WBC 世

界重量级拳王金腰带。

奉贤新建都市运动中心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作为体育消费

的新载体， 都市运动中心正成为申城市

民体育健身和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 11

月 29 日， 中体城·奉贤都市运动中心举

行装修开工仪式， 未来不仅将满足周边

居民和企业员工的健身需求， 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 促进体育消费， 还将辐射整

个上海， 开展各类赛事活动， 带动区域

体育产业升级。

奉贤都市运动中心位于奉贤区南桥

镇程普路 377 号， 建筑面积约 2.3 ?平

方米， 建成后将设有室外足球场、 网球

场 、 室内篮球馆 、 游泳馆 、 健身馆 、

羽毛球馆 ， 以及各类教培机构区域 、

运动健康促进中心 、 体育用品和智能

化产品展示与销售区域 、 餐饮酒店等

丰富业态。

在一站式满足市民健身、 娱乐、 生

活需求的同时， 项目还将积极探索体医

融合、 体教结合的新型体育商业综合体

模式， 重点打造国家级的体育产业示范

基地。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谢笑添“错位交锋”让鸡肋有了点味道
足协杯诞生四强：山东天津有想法，江苏武汉无所谓

首发平均年龄只有 19 岁的北京国

安青年军终究还是没能创造奇迹， 在

昨天进行的 2020 赛季足协杯四分之一

决赛中， 稚气未脱的他们在比赛中连

续犯错 ， 以 0 比 3 完败于武汉卓尔 。

至此， 参加亚冠联赛的四支中超球队

已全部出局， 除了坚持到第三轮的北

京国安之外， 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在

上一轮均被中甲球队淘汰， 派出预备

队的前者 0 比 4 惨败于长春亚泰， 以

全 U23 阵容出战的恒大则以 0 比 3 不

敌昆山 FC， 而申花更是首轮便负于

富力。

因疫情关系， 亚冠赛程与足协杯

完全冲突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最直

接原因。 在亚洲赛场和国内赛场这道

选择题上， 大家都选择了前者， 包括

没有通过联赛拿到下赛季亚冠资格的

上港队 。 三支强队只能派二队出战 ，

导致了原本就有鸡肋赛事之称的足协

杯失去了观赏性。 抱有 “放弃” 姿态

的俱乐部不在少数。

即便是昨天击败国安、 杀入四强

的武汉卓尔， 实际上也并非全力以赴。

该队的国脚门将董春雨在第二轮赛事

结束后直言， “之前保级时大家心情很

紧张，现在（足协杯）大家都放松了，但

是身体还是出现了伤病和疲劳。现在这

段时间对我们老队员来说有些困难，天

气也越来越凉，最近更多的是放松和治

疗，身体和心理上都需要更多时间去恢

复。 ”而领队庞利更是表示卓尔是全中

超最累的球队，“算上这场球（足协杯第

二轮 2 比 0 胜泰州远大）， 今年我们踢

了全中超最多的 24 场比赛了， 球员们

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确实都非常疲

劳。”一边是不得不进行的赛事，另一边

是看不到夺冠的希望，对于刚刚惊险保

级的卓尔来说，足协杯至多只算是必须

要走的过场。

而中超新科冠军苏宁其实也抱有

相似的态度。 联赛结束后， 俱乐部一

口气将所有外援放走， 其中除了瓦卡

索需要返回国家队之外， 其他外援都

立即进入假期模式。 中超新科冠军的

这一决定令外界产生了些许质疑。 在

以 2 比 0 击败昆山 FC 晋级四强后 ，

该队主帅奥拉罗尤还与记者发生了言

语冲突， 当时有记者问及为何球队直

到第 40 分钟才打破场上僵局， 奥拉罗

尤的回答带着不小的怒气： “不好意

思， 我们进球进晚了， 我们应该在第

1 分钟就进球。”

根据中国足协的数据统计， 足协

杯第二轮共有 39.1%的出场球员是

U23 球员， 他们在场上总跑动距离达

到 665.8 公里 。 站在具体比赛的角度

来看， 更多年轻球员出场让比赛变得

更具激情， 他们的努力值得肯定， 但

从宏观层面来说， 这也意味着各家俱

乐部对于杯赛的态度不够重视， 他们

更愿意让这里成为球队的练兵场。

但例外总会存在， 比如同样希望

通过杯赛拿到下赛季亚冠资格的山东

鲁能和广州富力。 与多家俱乐部早早

放外援离队相比， 这两支球队始终以

全力以赴的态度、 全主力的班底备战

每一轮较量。 昨晚， 两队为球迷们奉

献了本赛季足协杯迄今为止质量最高

的一场对决， 广州富力派上了包括雷

纳尔迪尼奥、 日夫科维奇在内的全主

力阵容 ， 而山东鲁能更是派出了佩

莱、 格德斯、 费莱尼和莫伊塞斯四名

外援 。 比赛的过程也堪称跌宕起伏 ，

山东鲁能上半时获得两球领先， 广州

富力则在补时阶段大发神威连入两

球。 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 山东鲁能

五罚全中， 最终惊险胜出。 击败广州

富力之后， 鲁能将在两回合的半决赛

中遭遇武汉卓尔， 显然他们是更有优

势的一方。

而在另一半区， 中超联赛中创下

“赢一场比赛就保级” 神话的天津泰达

则是晋级热门。 该队留下了除了艾哈

迈多夫之外的所有外援， 主帅王宝山

显然希望通过创造另一个奇迹来重塑

球队的名望， 尤其是在被足协杯第二

轮的对手贵州恒丰嘲讽之后 。 在以 0

比 1 输掉该轮足协杯后， 贵州恒丰俱

乐部总经理、 前国足主帅佩兰的翻译

赵旭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很遗憾

输给了一位侥幸保级、 观念陈旧的对

手”。 据悉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王宝山，

与长春亚泰的足协杯第三轮开赛前 ，

他对所有球员说： “要知道尊重是自

己给自己的， 不好好踢球会被别人看

不起的！” 看结果就知道王宝山赛前动

员的效果， 最终泰达以 5 比 1 胜得酣

畅淋漓。 半决赛中， 天津泰达的对手

将是江苏苏宁。

两组半决赛对阵， 恰好都是一支

心存念想的球队对上无所谓的对手 ，

这样的 “错位交锋”， 终于让鸡肋的足

协杯有了一点味道。

三上热搜，F1度过不平静的四天
格罗斯让死里逃生，汉密尔顿感染新冠，舒马赫之子签约哈斯车队

这是又一个被奔驰车队及汉密尔

顿统治的 F1 赛季 ， 年度车队及车手

总冠军的悬念似乎从一开始就未曾存

在过。 除了在汉密尔顿提前锁定职业

生涯第七座冠军奖杯追平舒马赫时 ，

曾短暂引发外界对两代车王间的跨时

空比较， 疫情之下的一级方程式运动

总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之中。 然而过

去四天， F1 车坛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

连续登上 “热搜”， 一次又一次地成为

舆论的焦点。

格罗斯让幸运逃生比电
影更魔幻

一切还要从上周日巴林站的惨烈

事故说起。 发车后不久， 法国车手格

罗斯让驾驶的哈斯赛车即与红牛二队

车手科维亚特的座驾相撞， 随后径直

冲向场边护栏 ， 瞬间燃起火光一片 。

慢镜头画面更令人绝望， 格罗斯让的

赛车几乎完全解体 ， 前翼嵌入护栏 ，

后半段车身则冒着浓烟， 孤零零地留

在赛道上。 “我的护目镜被烧成焦黄

色， 双手在燃烧。 我在大火里待了 28

秒， 看着死神来临， 但我知道不能这

样死去。” 据当事人事后回忆， 这是在

好莱坞电影里也不敢想象的场景， 他

挣扎着逃离火海， 直到感到有人将自

己向火光外拉， 才确定自己逃过一劫。

如果不是前人的一系列惨烈事故

促使 F1 不断提升赛车服的耐热性 ，

如果不是近年来 F1 赛车驾驶舱的周

围被加上了一圈用以抵御外力冲击的

光环系统 （HALO）， 又如果不是赛车

解体让车手不费太多力气就能逃离座

舱， 格罗斯让的遭遇就绝不会是轻微

烧伤这么简单 。 这起事故有多惨烈 ？

法国人得以生还究竟有多幸运？ 以下

一连串看似与之无关的事实即可证明：

经历逾一个小时赛道封闭才重启的巴

林大奖赛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事故 ，

第 3 圈时斯托尔的赛点赛车在碰撞中

直接翻车， 第 54 圈另一位赛点车手佩

雷兹的赛车尾部燃起熊熊大火， 一度

引发安全车出动， 然而赛后几乎没人

谈论这一切， 就像没人在乎最终率先

冲线的又是汉密尔顿一样。

阻止汉密尔顿继续刷新
纪录的竟是新冠

人们早已习惯了汉密尔顿的伟大，

巴林大奖赛的夺冠是其职业生涯的第

95 个分站赛冠军 ， 每次站上领奖台 ，

英国人都在刷新这项独属于他自己的

纪录。 然而， 想必没有多少人能想到，

仅仅两天之后， 汉密尔顿会以这样的

方式占据公众的视线———一周前还在

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阴性的奔驰车手确

诊感染新冠， 将错过本周末的萨基尔

大奖赛。

在最近一次接受检测前， 汉密尔

顿已表现出了轻微症状。 奔驰车队表

示 ， 这些症状不会影响其正常生活 ，

汉密尔顿已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接受

自我隔离。 尽管健康无虞， 出道已有

14 年的英国人将首度缺席分站赛， 其

连续出场数也就此停留在了 265 场 。

在汉密尔顿之前， 本赛季已有两位车

手因感染新冠缺席比赛 ， 巧合的是 ，

这一次新闻中的两位 “配角”， 又是巴

林站中分别遭遇翻车与车尾着火事故

的斯托尔与佩雷兹———佩雷兹在 8 月

的英国大奖赛前确诊新冠， 错过了在

当地举行的两场分站赛， 两个月后其

队友斯托尔在德国大奖赛期间同样检

测结果呈阳性。

舒马赫之子进军F1?人感慨

昨日， 也就是汉密尔顿确诊新冠

一天之后， 当车迷们热议着其代替者

拉塞尔能否驾驭得了奔驰车队的顶级

座驾时， 又一则重磅新闻勾起了无数

老派车迷的思绪 ： 舒马赫签约 F1 车

队了， 主角当然不是传奇的迈克尔·舒

马赫， 而是他的儿子米克。

这位 21 岁的 “星二代 ” 所拥有

的不仅是传奇的家世， 还有舒马赫家

族一脉相承的驾驶天赋 。 带着 F3 欧

锦赛冠军的光环进入 F2 后 ， 米克本

赛季已 10 次站上领奖台， 在 F2 车手

积分榜上以 14 分优势高居榜首。 如今

与哈斯车队签约， 他即将于下赛季成

为舒马赫家族中第三位站上 F1 舞台

的成员———除了迈克尔与米克父子 ，

家族中时常被遗忘的另一位是米克的

叔叔拉尔夫·舒马赫 ， 本世纪初效力

威廉姆斯车队时， 拉尔夫也曾有过连

续四个赛季跻身车手积分榜前五的

表现。

难免有人会感慨， 作为法拉利车

手学院成员的米克， 其职业生涯未能

在父亲缔造无数传奇的法拉利车队起

步。 但生活毕竟不是电影， 米克目前

表现出的天赋称得上不俗， 但远远算

不上卓绝。 真正值得遗憾的是， 距离

那个被米克视为 “永恒偶像” 的人遭

遇滑雪事故已过去了七年， 其间曾屡次

传出他从昏迷中苏醒的消息， 但迈克

尔·舒马赫始终没有再出现在公众的视

野之中。 “我知道总会有人将我去和

父亲比较， 我不会对此介意。 对于父

母， 我只有无限的感激与爱意， 我欠

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米克说道。 倘

若有一天， 迈克尔仍有机会恢复对这

个世界的认知， 亲眼看着儿子沿着自

己的步伐奋斗在一级方程式的赛场 ，

不知在他的心中会是何等的欣慰。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与作为车坛传奇的父亲一样， 米克·舒马赫驾驶天赋出众， 本赛季已 10 次站上 F2 领奖台。 视觉中国

山东鲁能在点球大战中险胜广州富力， 双方贡献了本赛季足协杯迄今为止质量最高的一场对决。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