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出澳网，但费德勒还不愿停下脚步
自 2000 年上演澳网正赛首秀?

来，费德勒在过去二十年中从未缺席过
这项大满贯赛事。 他在罗德·拉沃尔球
场六度捧起奖杯，最近一次加冕大满贯
正是 2018 年澳网。 但今年墨尔本体育
公园将无法见到费德勒的身影，瑞士天
王近日确认，由于膝盖伤势仍处于恢复
中，将退出 2021 年澳网的争夺。

去年2月接受右膝手术后， 费德勒
表示将缺席包括法网在内的一系列赛
事，但他承诺将在6月草地赛场复出。然
而瑞士人的膝盖恢复情况并不乐观，四
个月后， 他宣布再次接受右膝手术。为

保证自己的膝伤痊愈，他同时决定提前
结束2020赛季。彼时费德勒写道：“我会
想念我的球迷和巡回赛的感觉，我很期
待能在2021赛季伊始重返球场。”

如今，费德勒的复出时间将进一步
推迟，其团队发布声明称决定退出将于

2 月 8 日开幕的澳网，“在过去的几个
月中，他的膝盖和身体状况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然而，在与团队协商之后，他认
为，从长远来看，最好的决定是在澳网
之后重返赛场。 ”

虽然费德勒宣称退赛是因为伤势
尚未恢复，但今年澳网采取的疫情防控
与隔离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瑞
士天王赴澳参赛的信心。近日澳大利亚

网球协会球员联络主管安德烈·萨透
露，费德勒退赛的另一大原因是妻子米
尔卡不愿在酒店接受为期 14 天的隔
离。 因为根据澳网的规定，球员可在隔
离期间外出训练，但随行人员不能离开
酒店。尽管费德勒可?选择只身来到墨
尔本， 但瑞士人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

他表示自己在人生这一阶段无法离开
妻子与四个孩子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

此次退赛也意味着费德勒在职业
生涯里将首次远离赛场超过一年。对于
已迈入运动生涯暮年的瑞士天王，何时
停下征战脚步这个话题，也一直浮现在
他的脑海里。 去年 7 月，他在接受采访
时曾表示，“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也是我为何一年一年制订计划的原
因。 我现在还是很开心能打球，但当齿
轮不再工作时，我就会停下来。 ”

显然，费德勒希望通过“最好的决
定是澳网后重返赛场”这一表态，告诉
外界他依旧愿竭尽全力让这颗齿轮继
续转动。 事实上，年近 40岁“高龄”，远离
赛场一年，其间又进行了两次手术……

因疫情变得支离破碎的 2020 年， 为费
德勒提供了最合适的退役时机。然而就
像过去 22 年职业生涯里的绝大多数时
刻一样，这一次他依旧没有在伤病与年
龄面前妥协。 比起 20 座大满贯奖杯与
杰出的网球成就， 瑞士天王不懈的斗
志、与岁月抗争的决心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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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团优势稳固 季后赛之争仍迷离
史上最漫长的CBA常规赛今夜结束前半程争夺

随着常规赛第 28轮最后两场对
决———广东对阵浙江广厦 、 福建对阵
新疆队今夜上演 ， 史上最漫长的CBA

常规赛就将结束前半程争夺。 无论这
两场比赛结果如何， 都不会对积分榜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回望前半程，辽宁、广东、浙江稠州
与新疆四强组成的第一集团优势依然
稳固， 但集团内部座次正悄然扭转；在
积分榜中段，季后赛席位之争的形势几
乎每一轮都在改变，但目前尚未有球队
明显掉队；至于积分榜末尾的数支鱼腩
球队， 既看不到本赛季逆袭的可能，似
乎也难有在未来短期内崛起的希望。

辽篮中途发力，浙江
稠州表现出掉队趋势

在本赛季前十轮常规赛中，吴前与
其率领的浙江稠州可谓一时风光无两。

从揭幕战大胜卫冕冠军广东男篮25分，

到 “双杀 ”上赛季四强北京队 ，这支十
战全胜的青年军大有抢班夺权之势，而
其打法与NBA金州勇士队相似，一举成
为最具话题性的CBA球队。然而此后14

场比赛，浙江稠州输了五场，胜率看似
依然不俗，但与第一集团其他球队相比
却相形见绌， 排名也从榜首滑落至第
三。这五场失利中，对手包括了争冠路
上两位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广东与辽宁。

浙江稠州的挣扎很大程度上源于
核心吴前的不稳定表现，这位赛季初的

MVP（最有价值球员）大热候选人在赛
季中段遭遇各队严防。吴前对此极为不
适应， 过去14场比赛中两场命中率过
半 ， 命中率低于30%的比赛则多达六
场。尤其是在与辽宁队的交锋中，吴前
手感冰冷，15次出手仅命中两球。

在易建联重伤缺阵的情况下，目前
位居积分榜次席的广东男篮仍是争冠
热门，但往年那般的绝对统治地位已不
存在， 对于两位外援的依赖也胜于过
往。而排在第四位的新疆队，命脉则更
多维系在周琦的身体状态之上———在
这位内线核心缺席的四场比赛，新疆队
仅1胜3负， 其中三场失利共净负91分。

若周琦保持健康，新疆仍有机会与任何
球队掰一掰手腕。

就目前而言，榜首的辽宁队才是最
具冠军相的球队。24胜3负的战绩足够
具有说服力，这还是在球队主力大前锋
李晓旭去年遭遇重伤、 本赛季一场未
上，内线核心韩德君一度缺席多场比赛
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朱荣振、吴昌泽及
张镇麟三位年轻球员的表现填补了锋
线与内线的空缺，而郭艾伦则打出了职
业生涯迄今为止的最佳表现，成为辽宁
后来居上成为半程冠军的关键。

季后赛席位之争扑朔迷离

在第一集团身后，分列第五、第六
位的山东与吉林位置相对稳定。而从第
七位的深圳队到第15位的广州队，前后
两队间至多也仅有1.5个胜场的差距 。

在积分榜前12位晋级季后赛的情况下，

究竟是哪三支球队会最终掉队形势仍
不明朗。 本赛季起伏不定的上海男篮
即是绝佳的例证。 在第26轮战胜四川
队实现六连胜后，“大鲨鱼” 一度升至
积分榜第11位，大有崛起之势。然而过
去两轮接连负于福建及北控队后 ，这
支赛季初被寄予厚望的球队排位向下
滑落四位。

对于大部分球队实力相近的CBA

而言， 这样的现象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北京与广厦这两支
一度被认为有机会争冠的球队也落入
了这一行列。休赛期引进李慕豪、范子
铭补强内线的北京男篮，相较上赛季的
“林书豪时代”， 在攻防两端均有所下
滑， 尤其是此前在新疆队状态不俗的
范子铭表现得极为挣扎。 而浙江广厦
战绩不佳很大程度上缘于球队的人员
变动与内部问题———休赛期放走刘
铮、苏若愚等一批重要角色球员后，过
多的重担压在了孙铭徽与胡金秋两大
本土核心上； 而关于主教练李春江为
其子李京龙安排过多上场时间， 导致
其与孙、 胡等球员不合的传闻也闹得
沸沸扬扬，直至这位本土名帅“下课”才
最终平息。

榜尾方面，福建、江苏同曦、天津三
队账面实力平平， 打出不超过两成的
胜率在预料之中 。在这一点上 ，拥有
沈梓捷等多位天赋球员但同样赛季
初表现不佳的深圳队与上述三队有
本质不同 。因此 ，要期待这三支队伍
如深圳般?一波八连胜一路从积分
榜尾杀回季后赛区 ，似乎并不现实 。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
中性化更名雾里看花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中国足

协近日发布消息称， 经职业俱乐部名
称专家审核小组经过三次全体会议讨
论， 在58家提交中性名申请材料的俱
乐部中， 有超过80%的俱乐部符合更
名要求； 少数俱乐部由于对文件要求
理解不准确， 或申报名称与俱乐部股
东关联企业存在联系 ， 需要再次修
改； 此外， 个别俱乐部正在进行有关
股权转让工作， 俱乐部书面承诺将在
近期完成转让， 并再次上报符合中性
化名称要求的材料。

对于这一备受外界关注的事件，

中国足协及时透露俱乐部更改中性化
名称的进展值得称道， 但这件事情似
乎只做了一半。 未能通过审核的20%

的俱乐部 （约11家） 究竟是谁， 实际
上已经成为外界最为关心的话题。 可
惜的是足协对此没有透露更进一步的
信息。 没有官方信息所带来的直接结
果， 就是外界的一系列猜测。 近日有
广州媒体透露， 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
已经完成了企业名称变更手续， 新名
称为广州足球俱乐部， 而且中国足协
也已经同意恒大改名为 “广州队 ”；

除此之外， 有青岛媒体透露称， 中国
足协已经驳回了青岛黄海足球俱乐部
要求保持原名的申请， 俱乐部将不得
不重新起名。

暂且不论中国足协驳回青岛黄海
的消息是否准确， 同意恒大改名广州
队的消息就存在一些问题。 根据中国
足协此前公布的更名细则， 俱乐部在
工商部门注册的官方名称应规范为
“行政区划+俱乐部名称+足球俱乐
部+企业组织形式 ”， 俱乐部报名参
加联赛的球队名称应规范为 “行政区
划+俱乐部名称 ”， “广州队 ” 这个
名字并不符合这一要求。 即便工商部
门已经通过了恒大的更名请求， 但这
只是停留在工商管理层面， 中国足协
依然有拒绝通过的权力。 在此前召开
的足协专项治理工作会上， 中国足协
主席陈戌源曾一再强调， 希望不会有
俱乐部简单更名为 “某某地方队” 的
现象。

显然， 在中国足协正式宣布消息
之前， 有关俱乐部更名一事还只能在
各方猜测和各种传言中继续发展。 根
据中国足协此前公布的时间表， 如果
有俱乐部提交的中性名申请材料未能
通过首轮审核， 需在1月31日前再次
提交拟用名称， 中国足协会在五个工
作日内给出反馈。 与此同时， 各俱乐
部需在2月28日前完成2021赛季的注
册工作， 一旦俱乐部名称无法通过审
核， 那么就将失去参加新赛季联赛的
资格。

全国象棋锦标赛开战

本报讯（记者陈海翔）全国象棋锦
标赛 （个人） 日前在上海棋院拉开战
幕。大赛吸引到来自全国 29 支队伍的

148 名棋手、 教练员参赛， 共历时七
天，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和女子组等
三个组别。

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创办于

1956 年， 每年举行一届，1979 年开始
设立女子组， 是全国最高水平的象棋
赛事之一， 深受全国象棋爱好者的关
注和喜爱。 本次个人赛由国家体育总
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象棋协会、

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
府主办，上海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上
海市静安区体育局承办。

大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上海胡荣
华象棋基金会揭牌仪式。 1960 年，年
仅 15 岁的胡荣华一举夺得全国冠军，

创造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 的棋坛传
奇， 之后又九次蝉联全国象棋个人赛
冠军，缔造了“十连霸”的伟业。

《金牌体育课》寒假上线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历时一年
筹备、 策划、 制作的体育教育系列精
品节目———《金牌体育课》 将于今年
寒假期间在上海教育频道及 “上海体
育” 微信号等媒体平台上线。 该档节
目由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教育电视台
联合制作推出， 同时得到久事体育合
力支持。

《金牌体育课》 特邀王励勤、 诸
韵颖 、 王仪涵 、 庞佳颖 、 眭禄 、 汤
露、 孙吉、 罗汉琛等著名运动员担任
节目嘉宾 ， 出任 “金牌体育老师 ”；

教授项目涵盖足球、 篮球、 排球、 乒
乓球、 羽毛球、 网球、 田径、 游泳、

体操、 武术、 跳绳、 基础体能等， 为
上海青少年送上十二集趣味十足、 可
学可玩、 寓教于乐的体教节目。 每集
内容设置体育精神、 项目文化、 技术
解析、 高手过招等板块， 通过运动技
能教学、 项目文化讲解、 学生挑战游
戏等形式， 向青少年普及体育项目文
化及技能， 号召更多的青少年健康动
起来。

随着融入学校教学日常的体育课
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 体育课的新内
涵正在不断拓展、 体育课的新模式正
在不断深化。 此次上海市体育局与上
海教育电视台首度携手， ?全媒体视
野传播青少年体育的价值和意义， 不
仅展示体育技能与竞技本领， 更着力
传播体育文化与体育精神。

开幕在即，澳网防疫措施再引争议
度过史上最特殊的一个赛季后，世

界网坛的新赛季大幕正徐徐拉开。2021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资格赛昨日启
幕。受新冠疫情影响，澳网资格赛117年
历史上首次移师海外举行，男单选手在
卡塔尔多哈为正赛席位展开争夺，女单
资格赛则在阿联酋迪拜举行。

世界前三选手单独隔
离享受特权

疫情依然是2021赛季网坛绕不开
的话题 。 与去年美网 、 法网近乎形同
虚设的 “安全气泡 ” 不同 ， 今年澳网
的防疫政策至少从表面上看颇为严格。

澳网组委会将采用包机的方式从新加
坡、 迪拜 、 洛杉矶等七座城市将参赛
球员及其团队接至澳大利亚 ， 每个航
班的上座率控制在20%?下 ， 从而保
证参赛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根据安排，

所有人员将于1月15日至17日期间陆续
抵澳 ， 并根据当地的政策进行为期14

天的隔离。

球员在抵达澳大利亚后将第一时
间接受核酸检测，并在隔离的第3天、第

10天和第14天再次接受检测。核酸检测
结果确认为阴性后，球员从隔离第二天
开始允许与固定搭档进行训练，每日拥
有两小时场地训练、两小时健身与一小
时用餐时间。在其余时间 ，球员必须待
在自己的房间内，其随行人员在隔离期
间则不允许离开房间。

为了缓解澳网比赛地墨尔本隔离
酒店的压力，男女单打世界前三球员将
享受“特殊待遇 ”。澳大利亚网球协会1

月9日发布声明称， 男女单打世界前三
球员及其团队（约50人 ）将在南澳大利
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单独接受隔离。由于
女单世界第一、澳大利亚人巴蒂无需隔
离，因此小威廉姆斯将代替巴蒂前往阿
德莱德。

虽然无论在墨尔本还是阿德莱德，

参赛选手的隔离要求完全相同，两地也
都执行同样严格的防疫措施，但澳网此
举一经公布立即在职业网坛引发巨大
争议。世界排名第72位的法国选手查迪
在接受《队报》采访时表示，在最应讲究
公平竞争的职业赛场，那些顶尖球员却
从中获得额外优势，阿德莱德的隔离酒
店与训练条件远远好于墨尔本 。 美国
《网球世界》杂志直言，纳达尔 、德约科
维奇和蒂姆或将在阿德莱德打开潘多
拉的魔盒。

结束隔离后 ， 德约科维奇 、 纳达
尔、 蒂姆 、 小威廉姆斯 、 哈勒普和大
坂娜奥米将参加1月29日至30日在阿德
莱德进行的澳网表演赛 。 除这六位顶
尖选手外 ， 还将有两名选手在墨尔本
结束隔离后赴阿德莱德参赛 。 据澳大
利亚网协首席执行官克雷格·泰利透
露， 这是澳网协与南澳州政府协商后
的结果 ， 南澳大利亚州同意约50人在
阿德莱德进行隔离 ， 一场汇聚职业网

坛顶尖球员的表演赛将成为澳网协对
该州的奖励。

轻罚“逃跑门”主角，
ATP的防疫决心令人忧

去年10月，男子网坛曾发生一起瞠
目结舌的“逃跑门”。33岁的美国人奎雷
伊在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公开赛时，他
与妻子、八个月大的孩子核酸检测均呈

阳性， 因此需在酒店接受14天隔离，然
而美国人却连夜全家包机逃离俄罗斯，

并对外界隐藏自己的具体下落。

按照ATP的相关规定， 奎雷伊此举
属于严重违纪行为 ， 当时舆论普遍预
测美国人或将面临最高10万美元 、 禁
赛三年的处罚。 然而久久才作出处罚，

又轻轻把戒尺放下， ATP今年1月1日在
经过长达十周的调查后终于公布了对
奎雷伊的处罚结果———罚款2万美元 。

更令外界震惊的是 ， 这样象征性的处

罚还附带减轻条款。 ATP称， 考虑到奎
雷伊多年来在ATP的良好声誉与其他减
轻因素 ， 如果他在六个月的考察期内
未进一步违反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健康
和安全协议， 罚款将被取消。

显然澳网官方对于球员的防疫意
识也缺乏信心 ， 上周又发布了一份被
外媒称为 “网球史上最严格的防疫处
罚条例”。 若选手或团队内任何一位成
员离开澳网划定的安全区域 ， 那么他
将面临不仅最高达2万澳元的罚款， 还

将视情节严重情况遭到取消比赛资格、

没收比赛所得奖金 、 延长隔离期 、 独
自在政府指定酒店隔离 、 逮捕 、 驱逐
出境等处罚。

虽然目前来看澳网的防疫措施与
处罚条款并无明显漏洞 ， 但具体防疫
成效还需待球员抵澳后方才显现 。 考
虑到去年美网期间曾发生新冠病例密
切接触者仍可继续参赛的闹剧 ， 法网
的 “安全气泡” 亦备受质疑，今年澳网
的防疫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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