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电 C 罗日前又陷入了

争议之中，他在疫情正严重的档口，

参加了一次大聚会。

上周五，C 罗位于葡萄牙的海

景公寓里， 举办了一个聚会———C

罗侄女 21 岁生日趴。 C 罗家族的亲

戚朋友参加了聚会，C 罗、女友乔治

娜、母亲多洛雷斯、姐姐艾玛等，都

出现在了聚会上。

《世界体育报》用批评的口

吻报道了此事，该媒体表示，C 罗的

这个行为已经为他招至了成千上

万的批评。 其中最大的一个争议点

是，C 罗聚会的这个房间，竟然有多

达 18 人。 这样的行为，显然在疫情

期间是不被鼓励的。

值得一提的是，距离 C 罗家 20

公里的一个小镇， 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的人多达 10 人，目前葡萄牙总共

确诊人数突破 2万关口。

2020�年4月21日 星期二

体坛

编辑／版式 吴剑平 校对／

10

本报北京电 因疫情陷入停

摆的欧洲足坛，如今有了复苏的

迹象，各国联赛纷纷商讨起联赛

重启的计划。 欧足联正在制定欧

冠联赛重启后的赛程计划，希望

从 8 月 7 日到 29 日完成本赛季

欧冠剩余赛事。

本周中，欧足联将召开一系

列的会议，商讨如何完成欧冠和

剩余赛季。 天空体育报道称，目

前的计划是， 在 8 月份打完欧

冠， 而剩余的几场 16 强战第二

回合比赛， 包括巴萨对那不勒

斯、曼城对皇马、拜仁对切尔西、

尤文图斯对里昂等，预计会安排

在 8 月 7 日和 8 日踢完。

接下来将是每三天一轮比

赛，完成 1/4 决赛、半决赛和决

赛， 半决赛计划在 8 月 18 和 19

日以及 21 和 22 日，而决赛则定

在 8 月 29 日。

另外 ，2020-21 赛季的欧冠

小组赛， 将会延迟到 10 月 20

日开战。

8月 7日开战，每三天一赛

本报北京电 4 月 20 日，西班

牙两大体育媒体《阿斯报》和《马

卡报》，都将西班牙足协主席卢鲁

维亚莱斯和职业联盟主席特瓦斯

握手的画面放到封面上。

《马卡报》打出了“目标：踢

完本赛季的西甲” 的大标题，该报

透露，西班牙足协和西甲已经达成

了原则性的协议， 只差最后的敲

定。 在西班牙，怎么样踢完剩下的

11 轮比赛已经成为了头等大事。

在西班牙体育部的主持下，特瓦斯

和鲁维亚莱斯进行了长达 8 个小

时的会谈，最终达成了一致。

而《阿斯报》打出了“停战”的

标题，该报披露，西班牙有关部门迫

使西甲和足协消除敌意，就居家隔离

结束后西甲比赛的回归达成协议。

西班牙体育部部长伊蕾娜·洛

萨诺与特维斯以及鲁维亚莱斯进

行了长达 8个小时的会谈。 在得到

卫生部批准后，西甲球队从 5 月 9

日起，可以在实施严格保护措施的

情况下恢复训练。而西甲比赛将在

6月 5日或 6月 12日恢复，所有比

赛都将空场进行。

现在西班牙足协和西甲方面

都还没有发布正式通告，因为这一

决定还需要获得卫生部门的批准。

不过《马卡报》透露，西甲各队的

队长已经获得了球员协会发来的

信息。 信息上写着：“现在正考虑

西甲比赛 6月 5日恢复，7月 30日

结束的可能， 前提是卫生部门批

准。 如果一切顺利，训练将从 5 月

4日或者 11日起恢复。 ”

曝西甲跟西足协达成一致

西甲拟在6月5日恢复比赛

本报综合消息 一位日本传染

病教授说， 他不看好东京奥运会能

在 2021年 7月顺利开幕。

神户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岩田健

太郎周一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老

实说， 我认为奥运会不太可能在明

年举行。 举办奥运会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日本控制住 COVID-19， 二是

世界各地控制住 COVID-19。 ”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木藤俊

郎 10 天前也表达了类似的保留意

见。 此后，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

一直表示， 除了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奥运会开幕而努力外，没有“B 计

划” 。

岩田健太郎在东京的日本外国

记者俱乐部安排的电话采访中说：

“我对明年夏天举办奥运会非常悲

观， 除非你以完全不同的结构举办

奥运会，比如没有观众，或者仅让有

限的人参与。 奥运会面向全球所有

的运动员， 这存在再次让 COVID-19

流行的风险。 日本也许能在明年夏

天控制这种疾病，我希望我们能。 但

我不认为全球都能控制住。 ”

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初期，

日本幸免于难。 但目前病例正在激

增，特别是在东京和其他大城市，截

至周一， 日本发现的感染病例约为

12000例，死亡人数约为 250人。

东京奥运会将吸引 11000 名运

动员、4400 名残奥会运动员以及大

批工作人员。 运动员们将住在东京

湾的奥运村内， 奥运会将吸引成千

上万的外国游客， 大量的航班和酒

店都会牵涉其中。

日本官方已经投入了 126 亿美

元筹办奥运会， 奥运延期会让这个

数字翻倍。 据估计， 推迟将花费 20

亿至 60 亿美元，日本政府将承担几

乎所有的费用。

本报北京电 被拖欠一年多工

资、 奖金的辽足队员讨薪之路异常

艰难，巨额欠税、欠债的俱乐部如今

深陷债务危机， 大股东宏运集团不

可能继续注资， 中国足协又迟迟不

宣布 2020 赛季中甲准入结果，球

员、教练无法寻找下家。在现在的敏

感时期， 辽足的法定代表人已经由

原辽宁宏运集团副总裁、 俱乐部董

事长黄雁变更为“陌生人” 张新建。

无奈之下， 一些队员准备拿起法律

武器讨要薪水。

据悉， 辽足俱乐部位于沈阳市

奥体中心的原办公地点已经搬家，

这是因为辽足与沈阳市奥体中心的

房屋租用合同已经到期。 受到疫情

影响，从春节前开始放假之后，辽足

俱乐部的所有员工一直没有再集中

上班，而是在家中办公即可。不过因

为俱乐部的准入问题迟迟没有结

果， 所以绝大部分工作都处于停滞

状态，员工们也是无事可做，只能在

家焦急地等待足协的最终处理结

果， 然后再看辽足俱乐部的态度处

理接下来的事宜。

尽管俱乐部的员工同样被拖

欠一年多的工资，不过相比之下，年

薪几十万、上百万的队员、教练们则

更加着急， 毕竟巨额欠薪已经让他

们喘不过气来， 而且以辽足俱乐部

目前的财政状况， 拖欠员工工资

7000 万元以上， 欠税近 5 亿元，还

有不少外债，讨薪的难度非常大。

据了解，队员们目前还是能够

联系到辽足俱乐部高层的， 但是俱

乐部也明确表示，现在很困难，而且

一切要等到中国足协准入结果出来

之后才能研究下一步善后事宜。 辽

宁省体育局表示， 建议辽足队员们

走法律途径去追讨欠薪。

辽足队员也找到过中国足协，

之前也有传闻称中国足协正在想

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为

辽足俱乐部和球员召开专门的听

证会。 不过到目前为止，辽足队员

还没有接到中国足协的通知。 一位

队员无奈地说：“这么长时间了，中

国足协也没个说法， 啥说法都没

有。 ”

据了解，辽足队员表示，他们已

聘请了专门的律师， 准备通过司法

途径讨薪。

本报北京电 中国足球职

业联赛减薪指导意见将在本

周出台，阶梯式减薪是最有可

能实施的方案。

����4 月 9 日，中国足协就发

布公告称， 经过视频会议的

充分讨论，中超、中甲及中乙

三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一致同

意合理减薪 ， 减薪周期从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赛

季联赛开赛日， 具体的减薪

方案指导意见将由中国足协

组织职业俱乐部、球员、教练

员代表及法律专业人士在内

的工作组制订并公布。

����考虑到中国足球职业联

赛球员的薪资并不相同，不

宜一刀切， 因此最有可能实

施的方案是根据收入的不同

采取不同的降低比例 ，例

如： 年薪在 59 万元至 99 万

元区间的球员降薪 10%；年

薪在 100 万元至 299 万元的

球员降薪 20%； 年薪在 300

万元以上的降薪 30%。 中国

足协已经就阶梯式减薪的可

行性征求各俱乐部意见和

建议。

����据悉， 这种减薪方式被

看好，一切顺利的话，更具体

的指导意见将在本周公布。

����日前， 中国足协主席

陈 戌 源 在 探 班 国 足 时 表

示，足协倡导降薪 ，“期待

国脚们带好这个头” 。 其

实 ， 在 CBA 率先减薪后，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已不可

能置身事外。 而且，减薪也

有 助 于 中 国 足 球 树 立 形

象。

中国足协或“阶梯式减薪”

具体指导意见将在本周出台

辽足队员艰难讨薪

奥运难如期开幕

C罗引争议！

疫情期间参加大聚会，

房间内聚集 18人

日本传染病学教授

欧足联初定欧冠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