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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爆体坛16

世界杯赛期“撞车”怎么办？国际足联也没好办法！

足球每场五替补规则
可执行到下赛季

新华社消息 7 月 16

日，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

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FAB）宣布，为继续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足坛造成

的影响，每场每队五替补

的 临 时 规 则 可 延 续 至

2020~2021赛季。

今年5月，考虑到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后可能出现

密集赛程，IFAB 批准暂时

实行每场比赛允许每支球

队最多换 5 名替补球员的

新规则，之前正常情况下

每场比赛只允许最多换 3

名球员。

当时的声明表示，在已

开赛或计划开赛但预计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结束

的所有比赛中，这样的改变

都是允许的，而是否实施取

决于各比赛组织者。

如今，IFAB 在收集各

方反馈以及研究下赛季赛

程后决定，将五替补规则

的使用延长至计划于2021

年 7 月 31 日完赛的赛事，

以及 2021 年 7 月到 8 月间

计划进行的国家队赛事。

IFAB 表示，做出这一

决定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两

方 面 原 因 ，一 是 一 些 于

2020 年恢复的赛事，下赛

季开始前可能面临比以往

要短的休息或准备时间；

二 是 对 许 多 赛 事 而 言 ，

2020~2021 赛季的开始时

间比以往都要晚，但因为

有国际大赛，结束时间又

不能推迟，因此赛程势必

要压缩。

IFAB 强调，是否实行

这一规则，还是各赛事组

织说了算。 （张 薇）

巴赫：
尽全力在明年举办东京奥运会
达喀尔青奥会推迟4年举行

新华社消息 7月15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国际奥委会仍在尽全力按计划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

8日举行推迟后的东京奥运会，但不希望本届奥运会空场

举行。此外，2022年达喀尔青奥会将推迟4年举行。

国际奥委会于当天举行了执委会会议。在会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巴赫被问到关于东京奥运会的前景时说：“我们

仍在和东京方面共同努力，全力以赴希望按计划在明年

7~8月举办东京奥运会。”巴赫说，“当然，保证人们的安全

与健康仍然是我们的首要宗旨。”

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将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

作，并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为安全地举办东京奥运会准备多

套方案，但空场举办奥运会并不是国际奥委会愿意看到的。

在新闻发布会上，巴赫还宣布，原定于2022年10~11

月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第四届夏季青奥会将推

迟至2026年举行。

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推迟举行达喀尔青奥会

可以让国际奥委会、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各国际体育单项协

会组织有更多的时间去制订接下来的计划，同时，塞内加尔方面

也会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进行筹办工作。 （肖亚卓 姬 烨）

遭阿森纳逆转 利物浦无缘“英超百分”

新华社消息 7月16日凌晨，英超新科冠军利物浦在

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阿森纳2：1逆转，本赛季联赛第三次

失利，打破曼城保持的100分的英超积分纪录已无望。

同日，孙兴民上半场建功，凯恩下半场独中两元，热刺

客场3：1击败纽卡斯尔联。热刺目前以55分位列第七，下

赛季的欧战梦想还没破灭。主帅穆里尼奥直言，如果打不

了欧冠联赛，那么欧罗巴联赛也很重要。

曼城顶住保级球队伯恩茅斯的强攻，主场2：1全取3

分。已确定排名第二的曼城显然为本周末的足总杯半决赛

有所保留，中场核心德布劳内以及射手斯特林都没有登

场，而球队整体表现也的确逊色于以往。

提前7轮夺冠的利物浦大概更没有动力，当日到访酋

长球场尽管由马内率先破门，但很快就被拉卡泽特、纳尔

逊在上半场完成反超。这是克洛普2015年入主安菲尔德

以来，利物浦首次在英超联赛中败给“枪手”。之前8次交

锋，利物浦5胜3平。

这场失利同时意味着利物浦无法打破曼城保持的

100分的英超积分纪录。在还剩两轮的情况下，利物浦手

握93分。 （张 薇）

《新民晚报》消息 7

月15日，国际足联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赛程出炉，

赛期为 28 天，揭幕战将于

当地时间 2022 年 11 月 21

日13时在可容纳6万人的

海湾体育场打响，决赛则

将在当地时间 12 月 18 日

18时在可容纳8万人的卢

塞尔体育场举行。

国际足联方面表示，

小组赛阶段每天将有 4 场

比赛，开球时间分别为北

京时间 18 时、21 时、24 时

及凌晨3时，此举是为了让

参赛球队有更多休整时

间。尽管国际足联和世界

杯组委会已经动足脑筋，

但赛程出炉后，依然引来

了一定的非议，原因在于

那些已经让人担心的问

题，似乎并没有找到解决

方案。

欧洲联赛被“割裂”

由于气候方面的原

因，卡塔尔世界杯成为历

史上首届在北半球冬季举

行的世界杯，这就意味着

它的赛期势必与欧洲联赛

“撞车”。国际足联此前曾

表示将尽全力寻找协调和

解决方案，但从这份赛程

来看，欧洲联赛因世界杯

被“割裂”已经在所难免。

众所周知，每年年底

是欧洲五大联赛竞争最激

烈的时段之一，经历了开

局阶段的适应和调整，各

队都希望在冬歇期和节礼

日赛程前抢到足够的分

数，球员的状态也可能达

到第一个“高峰”。然而根

据这份赛程，球员们最早

在10月就可能要投入世界

杯的备战中，以往熟悉的

比赛节奏将被完全打乱，

还需要经历长途飞行等考

验，如果不能及时适应新

环境，调整好状态，那么卡

塔尔世界杯的精彩程度，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而，赛程出炉后的后续

协调和保障，需要及时跟

进。

赛程并不太“友好”

对中国球迷而言，除

了关注国足能否在卡塔尔

世界杯上占得一席之地，

根据赛事的开球时间调整

作息，也是“必修课”，不过

稍微让人遗憾的是，这份

赛程安排，对中国球迷并

不是十分“友好”，且相比

以往，球迷们需要经历在

寒冷的冬季熬夜看球的考

验。

尽管国际足联方面没

有明说，但从这份赛程来

看，卡塔尔世界杯各场赛

事的开球时间设置，显然

更加照顾欧洲观众。国内

球迷在小组赛阶段，还拥

有 18 时和 21 时两个黄金

时间段，到了淘汰赛，恐怕

就只能依靠热情与困意较

劲了。有球迷在看到赛程

后的第一时间描绘了一幅

颇为有趣的画面：“已经可

以想象到在棉毛衫外套着

球衣，全身裹着被子，手捧

咖啡看球的样子了。”

另外，世界杯预选赛

可能还会出现变数。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目前各

大洲世预赛都处于停摆

期，考虑到目前全球的防

疫形势相对复杂，国际足

联方面已经决定，将抽签

安排在2022年3月国际比

赛日后，并保留对各场次

开球时间进行调整的可能

性。不论最终是否还会有

变化，中国球迷的愿望其

实很简单，正如不少网友

所言：“只要国足能晋级世

界杯，任何事情就都不是

问题，只求小伙子们能争

口气！” （陆玮鑫）

《羊城晚报》消息 7

月16日凌晨，意甲第33轮

上演进球大战，领头羊尤

文图斯在领先两球的情况

下客场以3：3逼平萨索洛，

最近3轮难求一胜。意甲重

启后，C·罗连续 6 轮有进

球的记录在本场被终结。

C·罗此役打满全场，

10 次射门占到全队 21 次

射门的将近一半，可惜颗

粒无收。主帅萨里本赛季

一度安排C·罗打过中锋，

但后来宣布实验失败，让

他回到自由度更高的边锋

位置，这位超级巨星最近

两场的表现都不算很理

想。

达尼洛、伊瓜因、桑德

罗与C·罗形成强烈反差，

尤文 3 名进球者各自只有

1次射门。凭借达尼洛和伊

瓜因的进球，尤文只用了

12 分钟就以 2：0 领先，很

少有比这更好的开局了。

可是尤文最近特别害怕2：

0领先，他们领先以后就容

易迷失自己。7月8日在客

场对AC米兰的比赛，尤文

以2：0领先，被AC米兰连

扳4球完成大逆转。此役出

现了类似的情况，萨索洛

由久里契奇、贝拉尔迪、卡

普托连扳3球。尤文这次没

有3分尽失，左后卫桑德罗

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

为尤文艰难拿到1分。

尤文最近在防守端出

了大问题，中场没有拦截

能力，中卫个人能力下降。

主帅萨里本场弃用博努

奇，安排老将基耶利尼首

发成为德里赫特的中卫搭

档。基耶利尼年龄偏大且

伤愈复出不久，踢完上半

场就被鲁加尼换下。随着

门神布冯和中卫基耶利尼

的老去，尤文后防线现在

没有领军人物，也是失球

偏多的主要原因。

（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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