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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球奖取消，动了谁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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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莱万并非第一个因
特殊原因而错过金球奖的拜仁球
员。7年前的里贝里，同样运气不
佳。

当届金球奖的揭晓日期较原
定时间推迟了两周，正是在这段
时间里，C罗在世界杯预选赛附加
赛两回合中打入四球，凭借一己
之力将葡萄牙带入世界杯正赛。
有人认为，正是这样的表现左右
了评委们最终的选票，从而旁落
了里贝里的金球梦。

曾几何时就有多种声音猜
疑，金球奖的评选是否过度看重梅
罗的表现。或者说的更加直白一点，
《法国足球》杂志有着为“绝代双骄”
造势的嫌疑。毕竟在梅罗的辐射下，
金球奖的影响力似乎也在变大。

近些年来，除了拜仁的里贝

里、莱万，国米的斯内德、利物浦
的范戴克，都曾有过在呼声极高
的情况下“丢失”金球的遗憾，而
他们最终都是败给了梅罗。

诚然，梅西和C罗都是伟大的
球员，他们的表现足够配得上相
应的荣誉。但前面这些名字落选
的原因，仍旧让人回味无穷。

金球奖取消已经成为定局，
而国际足联的世界足球先生评选
是否也会取消，这成为了所有人
都关注的话题。早在今年5月，就
有传闻国际足联将取消今年世界
足球先生的评选，但并没有确切
的消息。

考虑到金球奖取消引起了极
大的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国际
足联还会取消评选吗？

(张一凡)

主办方借“梅罗”扩大影响力？

奖项主办者《法国足球》杂志
称，由于无法确保金球奖的公平性，
尤其是在涉及数据统计方面无法将
所有球员纳入同一赛季：因为有的
联赛提前结束，有的联赛甚至没有
复赛，这样无法进行比较。

显然，他们并不想自己名下的
金球奖被打上“被新冠肺炎疫情笼
罩的特殊赛季下获得的奖项”的标
签。

由于欧洲杯和美洲杯均推迟至
2021年，今年的两项重要国家队赛
事，已经无法为评选提供参考价值，
因此俱乐部表现成为唯一的衡量标
准。

而在《法国足球》杂志看来，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世界各
国联赛支离破碎，似乎并没有足够的
说服力。

然而真的如此吗？
众所周知，近年以来无论是金球

奖还是世界足球先生，最终当选者都
会在五大联赛之间产生。

本赛季五大联赛中除了法甲之
外，其它赛事均得以完整进行。许多
球员的表现在这个赛季是现象级的，
他们似乎都有足够资格角逐这个奖
项。虽然这一决定在情理之中，但既
然是各种因素权衡下的决定，就难免
会有“赢家”和“输家”。

联赛支离破碎没有说服力？

这里又要谈到一个老生常谈的
话题：梅罗还能统治足坛多少年。
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属于梅罗
的时代，迟早会迎来它的终点。

今年金球奖的取消，将这个可
能潜在的终点向后推移了一段时
间。

回顾梅西、C罗两人从十余年
前初露头角，登上五大联赛舞台为
世人所知，到此后各自率领球队共
同追逐世界足坛顶尖荣耀。

数十年的恩怨情仇之中，抛去
两人可望而始终不可得的大力神杯
之外，每年一度的金球奖可以说成
为承载着梅罗时代无数荣耀的标
志，甚至是衡量这个时代是否走向

终结的重要标杆。
当莫德里奇凭借在俄罗斯之夏的

惊艳发挥，从包揽金球奖长达十年的
梅罗手中，夺得世界足坛的个人年度
荣耀，曾一度让外界惊呼，梅罗的统治
已然出现裂痕。

但梅西在2019年以打破历史纪
录的方式，第六次捧起金球奖，无疑宣
告着我们还远未到与他们二人说再见
的时候。

如今金球奖评选推迟，也预示着
“绝代双骄”的时代仍然会继续着，直
到未来有人拿出足以冲击王座的表
现。

这个悬念的揭晓，将延续到明年，
甚至更久。

“梅罗时代”还远未到说再见？

事实上，绵延十余年属于绝代
双骄的时代，并不乏虎视眈眈的猎
食者。斯内德、穆勒、罗本、哈维、伊
涅斯塔……他们都曾带有骄人的战
绩和万千拥趸的支持，向金球奖轮
番发起冲击，但无一例外败下阵来。

不过在今年，有一个人拍了拍
莫德里奇的肩膀并站了出来。

他也是被公认这次评选取消的
最大“受害者”——莱万多夫斯基。

莱万整个赛季维持着稳定且高
产的输出，拿出了并不逊色于巅峰
梅罗的单年度表现。尽管已年过而
立，这名波兰锋霸却打出了加盟拜

仁后最为高光的一个赛季，各项赛事
已经轰入51球。复赛之后，他更是连
续11轮取得进球，成为德甲历史第一
人。

更何况通过联赛的表现可以观察
到，以拜仁目前的状态有极大的希望冲
击今年的欧冠。如果“三冠王”的荣誉
在手，又有欧洲金靴加持的莱万，几乎
足以包揽几项极具分量的个人奖项。

梅罗的表现相较以往并没有足够
说服力的一年，是属于莱万最好的机
会。32岁的莱万，未来能否复制今年
表现不得而知。如果错过，可能会是
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之一。

金球奖取消莱万成受害者？

新华社罗马7月 20日电 在
20日结束的尤文图斯与拉齐奥的
意甲焦点之战中，克·罗纳尔多（C
罗）两度建功，打入了自己在意甲
联赛第50、51粒进球，在帮助尤文
2∶1战胜对手的同时，自己也成为
史上首位在英超、西甲、意甲至少
打入50球的球员。

自出道以来，无论在曼联、皇家
马德里还是尤文图斯，C罗都保持
着极高的进球率，这也体现了他面
对不同风格联赛时出色的适应能
力。据统计，在效力曼联期间，C罗
在英超打入84粒进球；2009年转
会皇马后，C罗在西甲完成311次
破门。

2018年夏天，C罗加盟尤文，
葡萄牙人仅用了61场比赛便迈过
了50球大关，少于AC米兰传奇前
锋、“乌克兰核弹头”舍甫琴科的68
场，成为意甲最快“50球先生”。

本赛季已经打进30球的C罗
在射手榜上与拉齐奥前锋因莫比莱
并列第一，这也是意甲自 1950-
1951赛季之后，首次有两位球员在
单赛季打入30球。

意甲第50球！

C罗再创纪录

据新华社罗马7月20日电 意
大利足球甲级联赛20日结束了第
34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尤文图斯凭

借C罗的两粒进球，主场2∶1战胜
拉齐奥。这两粒进球不仅使C罗追
平因莫比莱的30粒进球，暂时并列

本赛季意甲射手榜第一，也使他在
意甲的进球数超过50个，成为历史
上首位在英超、西甲和意甲进球数
都超过50的球员。

在因疫情停赛之前，拉齐奥已
经在意甲和意大利超级杯的比赛中
两度战胜尤文图斯，并以1分之差
成为本届意甲冠军的强力竞争者，
但是最近几轮饱受伤病影响的“蓝
鹰”连连失利，基本退出冠军争夺。

比赛上半场，两队互有攻守，多
次与破门失之交臂。

第51分钟，C罗的射门被拉齐
奥后卫巴斯托斯用手挡下，裁判判
罚点球，C罗主罚命中，打破僵局。
这粒进球明显影响了拉齐奥队员在
场上的心态，尤文把握住时机，仅3
分钟之后便由迪巴拉助攻C罗再度
破门。此后尤文不断给拉齐奥压
力。不过第83分钟，尤文后卫博努
奇在禁区内踢倒因莫比莱送点，后
者一蹴而就，扳回一分。“蓝鹰”在比
赛尾声一顿狂攻，不过最终尤文顶
住对手的攻势，没再失球，主场2∶1
获胜。

C罗梅开二度助“老妇人”生擒“蓝鹰”
尤文图斯击败拉齐奥距意甲冠军又近了一步

据中国足协消息，7 月 20 日
晚，参加2020中超联赛的16支球
队分别到达大连、苏州赛区，两个赛
区总共有1870人完成了抵达赛区
后的核酸检测，所有人员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25日下午，本赛季中超
联赛将拉开帷幕。

据了解，16家俱乐部在接到参
赛通知后，参赛人员均在赴赛区前
接受了一次抗体检测和两次核酸检
测。

在检测结果正常的前提下，各
俱乐部将参赛人员名单上报中国足
协、赛区组委会和赛区疫情防控办
公室，并提交球队人员之前的检测
结果、属地健康码及过去14天内的
出行记录证明。填写信息审核批准
后，方可乘坐交通工具到达赛区。

从7月18日晚青岛黄海俱乐
部第一个抵达赛区，并且立刻接受
核酸检测开始，7月20日晚，16支
中超球队全部到达两地赛区。其
中，抵达大连赛区的球队在机场专
门开辟的区域内直接进行核酸检
测，抵达苏州赛区的球队在到达酒
店后的第一时间进行核酸检测。

在获得检测结果前，所有人员

都留在自己的房间内不得离开。检
测合格后，球队方可在赛区进行相
关训练比赛等活动。

在参赛球队抵达之前，赛区工作
人员、志愿者、媒体、场馆与酒店的服
务人员也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

截至7月20日24时，苏州赛区
已完成检测1034人，其中包含球队
的球员、教练组及工作团队共413
人，赛区工作组及保障团队、媒体等
共计621人。

大连赛区已完成检测836人，
其中包含球队球员教练组及工作团
队共435人，赛区工作组及保障团
队、媒体等共计401人。这次中超
两地赛区接受核酸检测总人数达到
1870人，核酸检测过程堪称体育赛
事中相当复杂的防疫检测流程，检
测人员数量规模更是非常大。

7月21日，大连、苏州两地防
疫部门给出了检测报告，1870人次
的检测报告全部为阴性。接下来，
在比赛进行期间，封闭区域内人员
每月要进行一次抗体检测、每周要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所有检测结果
正常方可继续训练和比赛。

(中新网)

中超两大赛区16支球队完成检测

1870人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百胜
中国日前成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官方餐饮服务赞助商，旗下的肯
德基、必胜客等品牌将在赛会举办
期间入驻比赛场馆，为世界各地的
运动员和来宾提供餐饮服务。

这一官宣之后，许多人提问，当
肯德基出现在北京冬奥会的各大场
馆时，还能够像他们的那些普通门
店一样，继续售卖他们合作多年的
那个传统非酒精饮料品牌吗？毕竟
可口可乐作为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
伴（TOP），在奥运会具有饮料品类
的排他权益。

对于这一奥运营销的问题，北
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日前通过新
华社记者进行了解答：“根据奥运营
销规则及操作惯例，在北京冬奥组

委赞助企业面向公众开展涉奥营销
活动，以及向北京冬奥组委提供赞
助产品或相关服务时，如涉及需使
用其他奥运企业的赞助品类的情
形，官方赞助商应使用不带商标的
产品，或者使用带有其他奥运赞助
企业商标的产品。”

“百胜中国在奥运权益的使用
中将充分尊重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
奥组委的相关规则。当百胜中国在
其线下门店进行冬奥营销活动时，
如涉及其他奥运企业的赞助品类，
将不出现第三方品牌标志；而当百
胜中国在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各场馆提供餐饮服务时，
其中的饮品包装上将同样不出现第
三方商标，或者将以与冬奥会赞助
企业合作的形式呈现。”

可口可乐是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北京冬奥会的肯德基里将卖何种饮料？

自今年年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新
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体坛造成了巨
大的影响。赛事停摆带来的后果之
一，就是很多体育行业从业者失去
收入。在此期间，他们不得不从事
兼职的消息见诸报端。

去年法网男双冠军凯文·克拉
维茨，从3月起每天5时30分起床
到德国一家超市打工，给货架上货、
给购物车喷洒消毒液，每天在超市
工作 4 小时，每月基本工资仅为
450欧元。

职业化程度极高、能孕育出体
坛巨富(费德勒以过亿美元居《福布
斯》2020运动员收入榜榜首)的网球
运动，确实在这次疫情中受到极大
冲击。

今年4月，曾有外媒报道王蔷
与教练托马斯就疫情期间的薪金问
题产生分歧，报道甚至称托马斯不
得不通过送披萨赚钱养家。虽然两
人先后澄清此事并达成共识，但“送
披萨”并非空穴来风。托马斯的确
说过，“如果真到了需要送披萨的地
步，我会去做，一切只是为了生活。”

受到奥运会延期影响，很多奥
运项目的运动员连训练费用都成了
难题。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花
剑团体银牌得主、日本运动员三宅
亮也成为兼职外卖员，一天收入大
约为人民币310元。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同样

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拥有千万拥
趸的大俱乐部纷纷出台新政自救，
小联赛中的小球队更是勒紧裤腰
带，其中一些，就在这场疫情中默默

“死去”。
北半球正处于盛夏，但对于体

育界来说，却无异严冬。愿疫情早
日散去，世界体坛早日恢复生机！

(中新网)

网球双打大满贯冠军当杂货员

疫情下运动员生计难

新华社苏州 7月 21 日电 日
前，随着天津泰达队的大巴驶抵，
2020中国平安中超联赛苏州赛区
的8支球队、总计400余名球员和
相关工作人员全部就位。泰达球员
郑凯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特
殊的一年，他会和队友调整好身心
状态打好第一阶段比赛，努力实现
俱乐部“保十争八”的目标。

泰达作为苏州赛区最晚到的球
队，给了郑凯木和队友更多时间打
探消息——球队集中入住的苏州太
美香谷里酒店是苏州太湖足球运动
中心的配套酒店，由于中超联赛入
驻时间久、人员多且封闭式管理，酒
店进行了多方面建设。“来前问过以
前武汉的队友吃、住的条件，来之后
发现比想象中更好。”他说。

“将会有70多天的集体生活，
我觉得准备也没什么用，最开始想
得再好，在同一个环境里封闭时间

久了，每个人也可能经历困难，还是
顺其自然吧。”郑凯木说，这注定是
非常困难的一年，要面对的东西都
是不可控的，只能做自己该做的，球
员和教练员都一样。

除了球队自身层面，泰达在第
一阶段的赛程也着实不易，前几轮
就将面对上海上港和北京中赫国
安。“最开始就碰上赛区最强的两个
对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方有
适应期，我们也在适应。上来就遭
遇战都是未知，全力去踢。”郑凯木
说。

今年中超联赛的第一阶段14
轮比赛过后，抢占各自小组前4名
的球队能进入第二阶段的“争冠
组”。郑凯木说：“期待联赛恢复很
久了，今年确实是特殊的一年，赛会
制比赛是我进职业以来第一次遇
到。我们希望尽自己最大能力实现
俱乐部‘保十争八’的目标。”

中超联赛苏州赛区8支球队全部就位

第一阶段的“大考”拉开大幕

能阻止克·罗纳尔多（C罗）与梅西获
得金球奖的，除了2018年的莫德里奇，还
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法国当地
时间20日，金球奖的主办方《法国足球》
杂志宣布，受到疫情影响，将取消今年的
金球奖评选，这在其超过60年的历史中尚
属首次。

这也意味着在足球世界里，第一次失
去了“世界最佳”。这项世界足坛最具影响
力之一的奖项的缺失，让今年的足坛少了
一分“热闹”。

去年获得法网男双冠军的凯
文·克拉维茨（左）。

C罗拔脚怒射。

C罗五夺金球奖，好胜心强的他，明年肯定会再度冲击金球奖。

梅西六夺金球奖，当世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