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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中国

足协推迟了本来准备本周一召开的

职业俱乐部负责人视频会议，这或许

意味着中超重启的时间会大幅度延

后。 即便如此，中超各俱乐部希望尽

快召回外援，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近

日，恒大正催促外援迅速归队。

最近一段时间，对于许多中超俱

乐部来说，如何让仍然滞留在国外的

外援平安归队，无疑是件颇为头疼的

事情。 此前天津泰达外援乔纳森，由

于途中航班两次取消，导致耗时接近

4 天时间，才从巴西飞到集训目的地

昆明。 为了避免重蹈乔纳森的“覆

辙”，三位效力于上港的外援胡尔克、

奥斯卡、洛佩斯，则计划联手包机回

中国。

目前中超各队 70 名外援

（不算

归化球员）

中， 有 50 人左右仍在国

外。 以广州恒大为例，目前该队外援

中只有朴志洙已经抵达广州，正在接

受 14 天隔离观察。而保利尼奥、塔利

斯卡等巴西外援以及归化球员都还

在巴西。

由于航线太长，巴西没有直飞中

国的航班。以往，巴西外援来中国，可

以选择经过法兰克福、 伊斯坦布尔、

迪拜或者多哈这些传统中转中心转

机。 但是现在欧洲疫情蔓延，通过欧

洲转机风险较大，而中东地区的重要

国际中转站迪拜目前已经大量停飞

国际航班， 从迪拜回中国需要碰运

气。

回来以后， 他们也都将接受 14

天的隔离观察，肯定赶不上恒大原计

划在 3 月底开始的第三次“冬训”。不

过只要能安全回来，能否赶得上训练

新训练基地“开营”， 那都是小事情

了。因此恒大现在正在催促保利尼奥

等人赶紧回来。 据了解，这些外援将

在本月底到下月初陆续赶回广州。

恒大是 3 月 11 日晚提前结束迪

拜集训回到广州的，昨日全队结束了

隔离期。目前全队包括教练组、队员、

工作人员的情况都非常良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此

前，原定 7 月 24 日至 8 月 9 日举行

的东京奥运会日前宣布延期，目前

中国代表团在 22 个大项 162 个小

项拿到 226 个席位，316 人次有望

参加奥运会。奥运周期节奏被打乱，

恐怕对于不少优势项目以及体坛

老将们来说有不小的考验。

东京奥运会改期，但已产生的

奥运资格仍然有效。 日前世界空手

道联合会提前公布了空手道项目

的最终奥运积分排名，尹笑言获得

空手道奥运资格，至此中国代表团

在 22 个大项 162 个小项拿到 226

个席位，316 人次有望参加奥运会。

受疫情影响，许多东京奥运会

资格赛、 积分赛近日被迫宣布取

消、推迟。 尽管如此，但中国代表团

拿到了与往届基本持平的奥运席

位，因此在席位方面并没有受太大

影响。 对于运动员来说，如何将最

好的状态保持至明年奥运会举办

期，才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

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四年一

届的奥运会是周期性的，他们往往

将最好的状态保留至奥运会期间

表现， 而东京奥运会的推迟， 无

疑让他们征战东京奥运有了更多

不确定性。 比如中国优势项目女

排， 主帅郎平与国家队的合约今

夏到期， 且队中老将曾春蕾、 颜

妮、 刘晓彤、 丁霞等都年过 30 岁，

推迟一年对于球队影响不小。 征战

奥运的老将还包括今年即将 31 岁

的短跑名将苏炳添，32 岁的男乒队

长马龙以及 33 岁的竞走前奥运冠

军刘虹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中

国足球队通过社交平台宣布，目前身在

三亚的中国男足国家队通过新冠肺炎

相关的核酸检测， 全员检测结果为阴

性。

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不仅全球赛

事进入停摆状态，还有不少体坛明星也

不幸“中招”，包括效力于西班牙人的中

国球星武磊日前也宣布自己确诊新冠

肺炎。 出于安全考虑，此前在迪拜集训

的中国男足国家队于 3 月 23 日抵达三

亚，并就地开始隔离期。 中国足球队发

文称，“男足国家队于 3 月 23 日抵达三

亚后，分两批接受了与新冠肺炎相关的

核酸检测，此后一直在酒店房间内接受

集中隔离。 3 月 25 日，男足国家队接到

三亚防疫部门告知，全队核酸检查结果

均呈阴性，无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

在确认无人感染后，球队将按照海

南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中国国

家男子足球队封闭隔离转训工作安排，

并报三亚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批，

球队于 26 日开始封闭性训练。 在集中

医学观察期结束前，全队还将再次进行

核酸检测，以确保全体人员健康安全。

国足报平安！ 全员核酸检测过关

昨日开始封闭性训练，此后还将接受一次检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此

前，西班牙记者托马斯透露武磊新

冠病毒检测转阴。 北京时间 3 月

25 日深夜， 武磊团队在官方微博

上表示，网上出现的所谓西班牙媒

体爆料的武磊近日复测新冠病毒

结果呈阴性等相关内容， 均不属

实。 武磊尚未做再次检测。

在官方微博上， 武磊团队写

道：“近日，网上出现的所谓西班牙

媒体爆料的一系列武磊新冠病毒

感染的相关内容， 包括确诊时间，

症状，康复过程及于近日复测阴性

等相关内容，均不属实。 武磊本人

目前情况良好，但仍处于隔离治疗

阶段，尚未做再次检测。 所有消息

请以官方渠道为准。我们也会第一

时间对本人健康情况做进一步更

新，感谢大家的关注。 ”

前夜，西班牙记者托马斯透露

武磊新冠病毒检测转阴。昨日武磊

官方辟谣后， 托马斯昨日再次发

声，他表示他所信赖的消息源向他

保证武磊已经检测为阴性。

托马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写道：“告诉我武磊感染的消息源

向我保证，武磊已经康复，并且接

受检查结果为阴性， 目前正进行

14 天的隔离。 但他的团队否认了

这个消息 ，让我很困惑，也许明

天

（周四 ）

会有最终的结果，也许

吧。 ”

此外，西班牙人目前的财政状

况并不乐观，鉴于西甲重新开始比

赛仍然遥遥无期，球队收入将会因

此减少 25%~30%。 为了避免俱乐

部财政整体崩溃，西班牙人已经向

每名球员发布文件，临时性减少员

工的工作时间或暂时冻结现有的

劳动合同，以减少薪资方面的巨大

缺口。不过目前西班牙人高层仍在

研究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被曝已康复？ 武磊：尚未再次检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据外

媒报道，11 天前被确诊染上新冠病

毒的活塞队前锋克里斯蒂安·伍德已

经完全康复了。他也成为了截至目前

被确诊的 NBA 球员里第一位痊愈的

球员。

3 月 8 日活塞主场与爵士的比

赛中， 伍德在戈贝尔面前砍下 30 分

和 11 个篮板。 所以当爵士队的戈贝

尔成为 NBA 第一位被确诊染上新冠

病毒的球员之后，活塞队安排球队里

的 17 人

（其中

5

名球员）

接受新冠病

毒检测，最终只有伍德的检测结果呈

阳性， 他因此成为 NBA 第三例被确

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据透露，伍德必须通过一些医学

检查，预计将在本周五出院。 这位消

息人士要求匿名，因为他未被授权正

式谈论伍德或他的医疗情况。 伍德

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顺利 ，他

基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篮球活

动。 此外，在之前检测中结果为阴性

的 16 名活塞球员和工作人员， 也在

今天正式解除了自我隔离状态。

伍德成为首位新冠肺炎痊愈NBA球员

集训在即 恒大急CALL外援归队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北京

时间昨日，东京奥组委针对被延期

的东京奥运会门票是否有效的问

题表态称， 东京奥运会虽然被延

期，但门票仍然有效。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于日本经

济的影响无法估量，但外界一直担

心门票是否在延期的情况下失效。

对此东京奥组委决定，已出售的门

票在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上仍然

有效，但不需要的观众也可以选择

退款。 据了解，目前东京奥运会及

残奥会的门票已经销售约 544 万

张。 目前东京奥运会的具体延期方

案仍未正式出炉，国际奥组委将在

未来四周内讨论延期具体细节，并

作出最终决定。

推迟举行

老将面临重大考验

相关链接

东京奥运会

已售门票仍可用

中国代表团316人

次获奥运资格

保利尼奥等巴西外援至今还未归队。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