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郑少山 美编：林燕芳 校对：段丁

体育

2020.4.14��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A1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时间

4 月 12 日晚，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

夫·丹顿发表了一封以“危机蕴含希望”

为主题的公开信， 信中提及介绍了近期

国际乒联的系列安排以及四项重要决

定。 其中，史蒂夫·丹顿提及的可能取消

单项世乒赛的决议备受关注。

史蒂夫·丹顿表示， 在疫情之下，安

全和健康是第一要务， 因此停办了 7 月

之前的所有比赛， 釜山世乒赛两次更改

开赛日期， 目前国际乒联成立了一个小

组随时观察当前形势， 根据实际情况来

进行赛程的安排。 接下来要积极寻求合

理的赛事日期和解决方案。 国际乒联在

财政方面也需要渡过难关， 目前所有的

工作人员已经自愿降薪拿出来维持国际

乒联的日常运营。

此外， 史蒂夫·丹顿宣布了四项决

定， 一是要在确保乒乓球赛事水平整体

提高，推动这项运动的商业化运营；二是

将运动员和球迷放在更加核心的位置

上，真正满足他们的一些需求；三是对于赛

事进行改革，已经在考虑取消单项世乒赛仅

保留团体， 将时间留给新增加的大满贯赛

事，避免战线拉得太长；四是重新定义乒

乓球运动和精英发展方向， 让这项运动

更好地推广向全世界。

赛事改革方面的决议备受争议，“现

有的世乒赛举办频率是每年一次， 我想

也许是时候考虑一下， 未来是否应该只

保留世界团体锦标赛。 ”丹顿在信中如此

写道。

国际乒联今年 3 月公布即将举办的

“大满贯”赛事，这是一项效仿职业网球

大满贯赛事的计划， 也是国际乒联推动

乒乓球发展的重要步骤之一。

新成立的 WTT 世界乒乓球公司对

乒坛赛事结构进行了重新评估， 并宣布从

2021年起，每年将设立 4站大满贯赛事，分

站赛奖金将高达 300 万美元。 丹顿认为，

大满贯赛事将覆盖更大的观众群， 也比

每两年一届的单项世锦赛更具看点。

如果将两年一次的单项世乒赛由每

年 3 到 4 场的大满贯赛事代替， 则是增

加了各协会夺得世界冠军的可能性。

即便复赛，

NBA

仍将长时间空场比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当地媒体昨日报道 ，NBA 联盟

的球队高管普遍认为， 想要让

NBA 复赛并且让球迷重新回到

球馆看比赛， 至少要等到新冠

病毒的疫苗问世。 自从 NBA 停

赛之后， 外界都在讨论什么时

候才能复赛。 但是有一点可以

肯定， 球迷们在今年能够重新

回到球馆看比赛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

著名 NBA 记者沃纳洛夫斯

基在节目里透露，通过与 NBA 球

队高管以及其他职业体育联盟的

高管交谈， 他们都认为只有具备

了快速检测新冠病毒的能力之

后，NBA 才可以复赛。 当然，这只

是空场进行比赛， 如果要想球迷

进场观看比赛， 则需要等到新冠

疫苗上市之后。

“从经济上来说，如果比赛不

能恢复，或者空场打比赛，联盟的

损失会很大。 但是归根到底，我不

认为这是他们能够决定的，”沃纳

洛夫斯基接着说，“这将由疫情来

决定。 ”

戈贝尔否认与

米切尔失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爵士球员鲁迪·戈贝尔 4 月 13 日

在网络直播中声明， 自己与队友

米切尔没有不和， 相关报道是媒

体编造的。

3 月 12 日， 戈贝尔被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成为了 NBA 中确诊

新冠肺炎的第一人。 随后，米切尔

的检测结果也呈阳性。 据部分爵

士球员透露， 戈贝尔在更衣室里

曾大意地用手触碰了其他球员以

及他们的随身物品。

在被感染后， 米切尔在社交

媒体上写道：“希望人们可以继续

自我教育， 并意识到他们的行为

不仅需要对他们自己的健康负

责，也要对他们周围的人负责。 ”

据外媒此前报道， 米切尔因

对戈贝尔此前对新冠病毒“不上

心”的态度十分不满，所以他不愿

与戈贝尔联系， 尽管爵士队管理

层积极从中斡旋， 两人的关系已

难以修复。

对此， 戈贝尔在直播中称自

己已和米切尔有过交流， 否认了

有关他俩关系不和的传言，“媒体

有时候说的并不是事实， 并不仅

仅在篮球方面，还有生活方面。 他

们有时候获取的新闻和事实并不

符。 ”戈贝尔还说：“我们已经准备

好一起打球， 并且一起赢得总冠

军了。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日前中超

公司提出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在 2019

赛季末轮赛事结束后的庆祝活动违反中

超商务规定并作出扣减参赛费 50 万元

的处罚，广州恒大随即发布公告，对此处

罚提出抗议， 认为中超公司的处罚严重

损害了俱乐部的品牌形象。 事件持续发

酵也引起了各方关注。

回顾：2019赛季夺冠庆典违规了吗？

去年 12 月 1 日，2019 赛季中超联赛

最后一轮广州恒大在主场对阵上海申

花，只要主队此役获胜或打平，就将夺取

中超联赛的冠军。最终主队以 3：0 获胜，

恒大俱乐部按照惯例， 在赛后举行了球

队的夺冠庆典。

由于该轮比赛理论上北京国安也有

夺冠的可能， 不过中国足协并没有在天

体和工体设置两套现场颁奖方案， 而是

选择直接取消现场颁奖礼的环节。 恒大

最近 10 年的中超征程中，已经不止一次

遇到类似场景， 中国足协从未提前准备

现场颁奖的预案。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 2018 赛季倒

数第二轮之前， 上海上港在并未确定夺

冠的情况下， 中超公司已经提前为其准

备了上海体育场的官方颁奖仪式。 如此

双重标准引发了舆论和球迷的广泛质

疑。

恒大俱乐部公告称， 俱乐部曾向中

超公司申请， 按惯例于赛后举行夺冠庆

典， 在中超公司并未做任何安排的情况

下，恒大方面为响应广大球迷要求，组织

相关活动， 且活动并未对比赛完整性造

成任何影响。 此外，根据中超公司要求，

俱乐部还全程配合了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在上海进行的中超颁奖典礼。

对于中超公司的处罚， 恒大俱乐部

明确表示抗议：“贵司有失公允的决定已

经严重损害俱乐部品牌形象， 在此我们

提出严正抗议并保留相关法律追诉权

利。 ”

对于恒大方面的抗议， 中超公司总

经理董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恒大俱乐

部在相关赛事结束后的庆祝活动违反了

有关规定， 中超公司对此作出的处罚合

法、合规。 ”

分析： 对中超品牌健康运作是

好事，但也要依法维权

目前， 公众舆论对此事的态度泾渭

分明。一方面认为，恒大曾向中超公司申

请，按惯例于赛事后举行夺冠庆典，在中

超公司未做任何安排的情况下， 恒大响

应球迷要求组织相关活动， 该活动并未

对比赛完整性造成任何影响，并无不妥。

另一方面则认为， 既然恒大已经把窗户

纸捅破， 中超公司应该公布处罚理由和

证据，省得大家乱猜。

实际上，2019 年 12 月 1 日赛后的恒

大“夺冠庆典”持续时间很短，记者在现

场观察还不到 20 分钟，期间在体育场内

跑道上安排了传统的花车巡游活动。 不

过， 由于当时火神杯并没有被中国足协

带到现场， 中国足协也没有任何官员在

场，因此这场所谓的“庆典”并非官方认

证， 顶多只能算恒大集团内部组织的一

场球迷活动。

因此， 此次中超公司向恒大施行处

罚的依据是“恒大在夺冠庆典中违反了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商务管理规

定》”的这个说法，就有点无从谈起了。

事实上， 赛场内发布未经申报的广

告这种事情，上海上港去年就干过，当时

他们另辟蹊径在球童球衣上打违规广告

的罚单也是 50 万。上港后来根据规定申

诉了，中超董事会开会后将罚单降到 20

万。

客观来看， 中超公司对商务权益的

维护日益严格， 对于中超品牌的健康运

作绝对是好事。 对恒大来说，50 万的处

罚也并非什么大数目， 但依法维权还是

必须要做的。 毕竟各中超俱乐部都是中

超公司的股东之一， 不能屈从于中超公

司背后中国足协的行政指令， 拿起法律

的武器也是遵纪守法的一种方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据西班牙

媒体 4 月 13 日消息，武磊将与西班牙人

俱乐部续约，预计到 2022 年之前，他都

不会回归中超。

据西班牙《阿斯报》消息，西班牙人

俱乐部计划与武磊续约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西班牙媒体透露武磊重视西甲联

赛，即使球队降级了他也愿意留队，此外

他对西班牙人的更衣室环境。

武磊今年已经 28 岁，虽然加盟西班

牙人一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四任主帅，但

武磊每天都在学习。 因为武磊是冬季转

会窗加盟， 他跟西班牙人的合约是自然

年合同制， 所以他目前的合同将在今年

年底到期。

武磊对巴塞罗那的生活感到满意，

当他走到大街上， 西班牙人球迷将他视

为偶像。 他与队友的关系也很融洽。

《阿斯报》预计，武磊跟西班牙人履

行完合同之后，将在 2022 年 1 月 1 日重

返上海上港。

武磊或与西班牙人续约

“违反中超商务规定”无根据？

“执法模糊”，恒大抗议无可厚非

世乒赛迎重大改革 每年将设4站“大满贯”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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