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誗英超联赛
阿森纳 0比0 曼联

切尔西 2比0 伯恩利

曼城 1比0 ?菲联

誗西甲联赛
皇家马德里 1比2 莱万特

埃尔切 0比2 塞维利亚

誗西乙联赛
西班牙人 2比3 ?列卡诺

誗意甲联赛

博洛尼亚 1比2 AC米兰

国际米兰 4比0 贝内文托

桑普多利亚 0比2 尤文图斯

誗德甲联赛

拜仁慕尼黑 4比1 ?芬海姆

多特蒙德 3比1 奥格斯堡

莱比锡 1比0 勒沃库森

柏林联合 1比1 门兴

誗CBA联赛第二阶段

青岛 117比112 山东

山西 100比114 广州

浙江 115比111 深圳

福建 122比111 天津

辽宁 117比95 上海

北京 102比105 吉林

苏州 98比120 广东

誗NBA?规赛

公牛 122比123 开拓者

鹈鹕 112比126 火箭

黄蜂 126比114 雄鹿

热火 105比104 国王

凯尔特人 95比96 湖人

马刺 112比129 灰熊

独行侠 105比111 太阳

勇士 118比91 活塞

誗周三

意大利杯 国际米兰 VS 尤文图斯

03:45 网络直播

CBA 上海 VS ?州

20:00 CCTV5+ 五星体育 直播

誗周四

意大利杯 国际米兰 VS AC米兰

03:45 网络直播

誗周五

英超 热刺 VS 切尔西

04:00 网络直播

CBA 青岛 VS 上海

15:30 CCTV5+ 五星体育 直播

誗周?

意甲 尤文图斯 VS 罗马

01:00 网络直播

誗下周一

英超 利物浦 VS 曼城

00:30 网络直播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
亚冠联赛依然难以恢复以往的主客
场制，但为了确保整个赛事的相对公
平，同时增加商业开发与宣传力度，
亚足联计划在沿用去年赛会制的基
础上，将不同小组的比赛分散到各地
举办。目前，亚足联已于1月29日向各
会员国公开征集比赛场地，包括卡塔
尔、阿联酋、沙特等国足协都表示有
意承办各自国家俱乐部所在小组的
比赛，但东亚区尚无会员协会表明意
向，最终结果将在本月中旬公布。
对于江苏、泰山、广州和国安四支

有亚冠任务的中超球队来说，如果可
以在国内踢亚冠自然再好不过，能避
免球员的竞技状态在隔离期间下滑。
但就国内目前的防疫形势看来，中超
球队成为东道主的可能性不大，这也
意味着若想参加亚冠，四支球队必须
做好回国后经历半个月乃至更长时间
隔离的准备。
另一个问题是，今年东亚区小组

赛的举办时间是4月21日至5月7日，国
安需要出战的附加赛则于4月14日提
前举行，这些日期和计划中的中超赛
程有所冲突，而联赛为亚冠“让路”的
概率又非常低，四队届时或需要兵分
二路同时征战亚冠和中超，这无异于
让他们放弃其中的一条战线。

与此同时，考虑到40强赛在6月
初举行的几率越来越大，跟随俱乐
部出征亚冠的国脚很难赶上40强赛
的备战甚至是比赛，这又需要俱乐
部在考虑亚冠名单时做出一点“牺
牲”。时至今日，中超球队在亚冠赛
场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去年的比赛
中，成绩最好的国安止步八强，曾经
两夺冠军的恒大更是连小组都没出
线，随着限薪令的严格执行，这样的
情况短期内只会延续，不会好转。试
想一下，倘若阵中国脚都不出战亚
冠，或是索性派出年轻队员“意思意
思”，今年中超球队的亚冠战绩一定
不会好看，亚冠之于他们也变得更
像是一种负担。
事实上，对参加亚冠的抵触情绪

去年已经在球员中出现。“对于俱乐部
来讲，都挺不愿意去的，真的是出乎我
意料之外的，我们开了几次亚冠球队
的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他们反映运动
员不愿意去。”足协主席陈戌源曾透露
道，为了能让各队顺利出征，中国足协
做了很多沟通和保障工作，“如果不去
参加亚冠的话，包括俱乐部和足协是
要受到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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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导视

“皮球”已经踢给了足协
【东
方
快
评
】

荩荩焦点赛果荩荩焦点赛果

本周两场生死战，球队轮换闹人荒

训练量加大，国脚直呼“浑身酸痛”

亚冠已成中超Big4负担

国足本周开启“赛季模式”

本报记者 李冰

上个周末，国足主帅李铁敲定了
两件事。

第一件，是此前参加国足集训的
广州恒大球员韦世豪因为伤病原因，
离开国足在海口的驻地酒店，返回俱
乐部养伤；第二件，则是确定了2月5日
和9日两场热身赛的对手分别是河北
华夏幸福和长春亚泰，而国足也将从
本周开始，围绕两场比赛进行备战，正
式进入“比赛季”。

考虑到集训之前刚刚放过假，李
铁给了队员一定的缓冲时间，但是很
快，国足主帅便显露出了“铁”的一面，
不但训练量逐步提高，所有训练也都
保持着相当快的节奏，北京中赫国安
国脚李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基本上
没有缓的时间，现在的感觉就是浑身
都疼。”不过，在必须打进12强赛这个
共同的目标之下，国足从教练到队员
都保持着高昂的训练热情，包括顶替
因伤离队的韦世豪的广州富力球员常
飞亚在内，队员大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只要有机会，肯定会全力以赴去抓
住，争取打进12强赛。”

除了在训练内容和手段上进行调
整，让队员在训练过程中不会觉得枯

燥之外，为了保证球员能够在训练后
及时恢复，国足保障团队又征调了两
名理疗师，确保每个队员都能尽快接
受按摩和恢复治疗。此外，从本周开
始，国足的训练量也将逐步进行调整，
更多地增加一些技战术以及分组对抗
方面的内容，从而更加接近实战，为随
后的两场热身赛进行准备。
对李铁来讲，与中超俱乐部球队

进行比赛，输赢和结果并不重要，他更
看重的，是通过比赛来检验国足队员
的状态，以及自己针对40强赛小组赛
对手制定的技战术打法，还有那些需

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按照亚足联之前的计划，40强赛

在今年3月份将进行两场比赛，但是
从目前亚洲各国的疫情以及防控形
势来看，3月份踢比赛的可能性并不
大，正在海口集训的李铁和国足同样
面临着这样的不确定性。“这个确实
没什么办法，既然亚足联的计划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通知有变化，那么我们
就只能按照这个时间节点进行备
战。”与此同时，国足面临的另外一个
不确定性，就是接下来与马尔代夫和
关岛队两场比赛的主客场问题，在中
国足协“全力争取主场作战”的前提
下，如何协调客队入境等诸多事宜，
都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解决，国足方
面一位人士表示，现在能做的也只有
等待：“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该做的
和能做的事情做好，不管接下来发生
什么变化，状态调整好才能打好比
赛，对吧？”

如果40强赛无法在今年3月份进
行，根据亚足联之前的备案，大概率会
在6月份采取赛会制的方式完成各组
余下的所有比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国足预计会在4月份再安排一次集训，
如果新赛季中超联赛4月初开打的话，
或许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

本报评论员 姬宇阳

依照中国足协之前下发的通

知，上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是各俱

乐部递交“工资确认表”的最后时

间。 回到上星期五的这个白天。

当时听说有中超球队事实已

经进入等死状态。 所谓延期申请，

并没有后续解决方案。几个欠薪未

签字的中超球队，此前可能想过靠

卖球员渡过危机。 但问题是，其他

俱乐部也不傻。如果你俱乐部这次

因为欠薪过不了注册关，全部球员

就是自由身了，并且是不占名额的

自由身球员。

其实也就在上周五，在北京产

权交易网页上，看到了国安股份转

让的信息。 综合各方面信息，北京

国安的名字保住的希望还是很大

的。当然，挂牌归挂牌，剩下的谈判

和操作仍然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很

快就有媒体披露了，北京国安现在

股份转让的背后，还有不少的债务

问题需要解决。

必须承认，为了保住“国安”这

个名字，俱乐部的新老两大股东都

已经很努力了。 话又说回来，中性

化名称对于有些俱乐部来说，也算

是提供了一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的契机。

上周五下午5点的截止时间终
于到了，天津津门虎和重庆当代未

能和球员达成一致完成 “工资表”

签字确认，因此提出延期申请。

为什么特别提到“未能和球员

达成一致”？ 因为交了表的俱乐部

里面， 有的俱乐部欠薪并没有补

发，只是和球员达成一致，简而言

之就是球员选择了妥协。剩下没有

交表的两家俱乐部里，有的队2020
年比赛奖金还是发了，但工资到现

在只发了三个月的。而现在这两支

球队的冬训， 要么还没有正常开

始，要么已经提前结束。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两个直

辖市里的两支中超独苗，最终命运

会是怎么样？ 另外一方面，石家庄

（沧州雄狮）和绿城，早早就把“工

资确认表”交好了。按照规则，如果

重庆和天津过不了关的话，应该是

中甲的这两支球队上来递补，现在

球已经踢到足协脚下。

赛程闹冲突
无队想参加 本报记者 薛思佳

缺兵少将的上海男篮似乎走到了
2020-2021赛季CBA联赛的十字路口。
面对目前暂居联盟第一的辽宁男篮，
缺少多名主力和轮换球员的上海男篮
以95比117不敌对手，在遭遇五连败的
同时，排名也已经跌落至第14名，距离
季后赛渐行渐远。

在季后赛卡位的关键时刻，流年
不利的上海男篮遭遇了大面积伤病
的困扰，在可兰白克、王潼、董瀚麟接
连返回上海进行康复后，脚踝不适的
邓蒙和张春军也已经于近日返回上
海接受治疗，这也意味着两人提前告
别了第二阶段的比赛，而包括罗汉
琛、宗赞等人同样因为不同程度的伤
病缺席了个别场次的比赛，再加上张
兆旭、何重达等球员因为技术犯规遭
遇停赛，大鲨鱼的大名单一度无法报
满12人，这让教练组不得不先后紧急
征调朱瀛、王旭等球员前往诸暨赛区
驰援。

不合时宜的伤病危机，直接影响
到了上海男篮近期的战绩。在伤停大
半支球队的情况下，球队的实力急剧
下降，尤其是在面对四川和北控这两
个季后赛直接竞争对手的比赛中，上
海男篮轮换人手上的不足和薄弱的板
凳深度成为了制约球队成绩的最大因
素，“最近几场比赛，我们因为伤病问
题一直在对阵容进行调整。大家在场
上保持了不错的精神面貌，希望能够
延续下去。球员们都尽力了，但因为缺
乏磨合，出现了不少失误。”上海男篮
主教练斯帕夏说道，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伤病，克罗地亚
名帅也没有找到办法帮助球队走出目
前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对辽
宁男篮的比赛中，上海男篮在篮板球
一项数据上以58比38遥遥领先对手，
但实力上相差悬殊让球队的努力化
作泡影。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上海男篮的

个别年轻球员在这段时间内的表现让
人眼前一亮。作为一线队唯一上海籍

球员，朱瀛在对阵辽宁男篮的比赛中
拿到了职业生涯新高的13分和4个篮
板，“年轻球员正在通过这些比赛不断
地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不错的未来。”
与此同时，“状元”区俊炫拿到了10分
和14个篮板，在创造职业生涯篮板新
高的同时，收获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
“两双”，“辽宁男篮是联盟中非常强的
一支球队。今天大家打得都很拼，但确
实实力上有些差距。作为年轻球员，在
场上缺少一些经验，技术上也不如对
手，需要在场下继续努力，加强每个方
面，向强队学习。”

根据CBA联赛赛场，上海男篮第
二阶段的最后两场比赛将分别对阵
联赛排名第13位的广州男篮和第八
位的青岛男篮，都是季后赛席位的
直接竞争对手。在单外援作战，阵容
残缺的情况下，上海男篮想要止住
连败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一旦以七
连败的战绩为第二阶段收官，球队
本赛季想要进入季后赛的希望似乎
也变得愈发渺小。

荩荩导视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

表示：“东京奥运会运动员抵

达日本后无需隔离，但在机场

和奥运村都要做核酸检测，进

入奥运村后，运动员将每四天

接受一次核酸检测。”此外，参

赛运动员将只能在奥运村以

及比赛和训练场馆活动，不允

许前往东京市中心等与比赛

训练无关的地区。

东京奥运会不设“隔离”
运动员四天做一次核酸

五连败！ 大鲨鱼晋级季后赛希望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