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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甲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
昨天表示，经过充分的沟通和协
商，俱乐部与球员、教练员就减
薪方案已经达成一致。 新疆天山
雪豹成为国内第一家公开宣布
减薪的足球俱乐部。

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人士
介绍，4 月 15 日，新疆天山雪豹
足球俱乐部就召集部分球员代
表和教练代表举行座谈会，就在
疫情之下俱乐部如何渡过难关
进行座谈，同时就降薪一事征求
了球员与教练员的意见。 经过沟
通，俱乐部制定出了具体的降薪
方案，方案根据球员与教练员的
月薪标准进行阶梯式调整，工资
降幅从 10%至 50%不等， 降薪
周期从 2020 年 3 月起，至 2020
赛季联赛正式开始时。

4 月 21 日， 俱乐部再次召

开了国内球员和教练员的沟通
协调会。 会上，队长帕尔哈提，
球员顾俊杰、张奥、努尔买买提
等代表都支持方案， 表示愿意
与俱乐部共渡难关， 并在方案
上确认签字。 4 月 24 日上午，
俱乐部与外方教练组、 外援也
再次进行了协商， 并最终确定
降薪方案。 主教练费尔南多表
示，理解俱乐部遇到的困难，支
持俱乐部的减薪方案。

新疆天山雪豹足球俱乐部
董事长孙爱军在沟通会上表示，
感谢球员的理解和支持，也期待
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新赛季能
尽早开始。 在此期间，球员和教
练员如因降薪遇到什么困难，可
以与俱乐部沟通，俱乐部一定会
根据实际情况帮助球员和教练
员解决。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荷甲本赛季已经宣布提前
结束，但在欧洲也有多个联赛计
划重启，包括法甲、意甲、波兰超
级联赛。

法国职业足球联盟（LEP）
今晨发布声明，法甲计划在 6 月
中旬重启，各俱乐部球员们将在
5 月 11 日开始恢复训练。 受疫
情影响，法国限制出行的状态大
约要持续到 5 月 11 日。

法甲球员们将会在 5 月 11
日开始的一周内回归球队参加
训练，并将接受全面体检，医疗
团队每天都会对球员们的健康
状况进行监测。 重启联赛需要资
金 激 励 ，LEP 和 两 个 转 播 商
Canal+ 和贝因体育达成协议 ，
转播商表示会支付此前拖欠的
部分转播费用。

波兰超级联赛培养出超级巨
星莱万多夫斯基和上赛季意甲铜
靴奖得主皮亚特克， 其重启时间
比法甲还要早。 波兰超宣布将于
5 月 29 日再次启动比赛，但本赛
季剩余比赛都会空场进行， 球迷
只能收看电视或网络现场直播。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
波兰超恢复比赛将严格遵守公
共卫生安全规定，球迷不能到现
场观看比赛，希望球迷能够现场

支持自己球队的时刻赶快到来。
波兰体育部长德安杰尤克表示，
波兰超各球队的球员及相关人
员需要经过 14 天隔离观察，确
定安全后才能开始训练和比赛。

意甲计划 5 月 4 日恢复训
练，5 月底或 6 月初恢复比赛，
最晚 8 月 2 日结束本赛季，赛程
会比原计划密集一些。

对于在密集赛程中可能出现
的伤病，意大利国家队主帅曼奇尼
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心。 曼奇尼
说：“作为国家队主帅，我觉得如果
意甲比赛不重启的话或许会更好。
因为如果让球员们在夏天踢这么
多比赛， 他们将没有多少休息时
间，而且更容易受伤。 但我知道球
员们都迫不及待想重返赛场，所以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如愿。 ”

在 2020 欧洲杯预选赛，曼
奇尼带领意大利队以 10 战全胜
的佳绩出线，一扫“蓝衣军团”无
缘 2018 世界杯决赛圈的阴霾。
曼奇尼表示：“国家队从 9 月开
始就会非常忙碌，既有欧洲国家
联赛又有 2022 世界杯预选赛。
我们可能要召集更多球员进入
国家队， 而不是以往那样每次
23 人。 ”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天山雪豹宣布减薪
系国内足球俱乐部首例

国际足球·今晨

欧洲多个足球联赛计划重启

昨天， 国际足联表态将向
下属的 211 个成员协会发放
总计 1.5 亿美元的财政补贴，
以帮助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给

足球领域
带来的经

济冲击。
作为该措施的一部分，国

际足联还将发放 2019 年和
2020 年剩余的全部运营经费，
包括原定于 7 月发放的 2020
年第二期运营费用也将立即
支付。 各成员协会将在未来几
日内，收到国际足联提供的 50

万美元， 以及 2019 年
与 2020 年还未支付的
所有协会运营费用。

“新冠肺炎疫情
给足球界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 ，作为国
际管理机构 ，国际足
联 有 义 务 站 出 来 支
持 那 些 面 临 迫 切 需
要的人们 。 当前我们
的 首 要 任 务 就 是 立
即 向 各 协 会 提 供 财
政援助，因为目前许
多 协 会 正 面 临 着 严
重的财政危机 。 ”国

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明确
表述了这个全世界足球管理
机构的官方态度 。

因凡蒂诺还表示， 目前的
财政援助计划仅仅是第一步，
国际足联正在评估损失，制定
最适合有效的方法，来执行这
项计划的后续。

国际足联出手“赈灾”，无
疑会让各成员协会受益。 虽然
211 个成员协会分了总计 1.5
亿美元财政补贴，各家到手的
钱虽然不多， 但这是雪中送
炭，而且只是第一步。

国际足联执行这项计划的
后续力度有多大，已为各成员
协会所期盼。 毕竟国际足联是
世界最富有的国际组织，在没
有世界杯的年份，其收入也超
过 10 亿美元。 如果有世界杯
的年份 ， 其收入是平常的数
倍。 如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国际足联的最终收入在 60 亿

美元左右，仅版权收入就达 30
亿美元。 虽然受世界杯之前腐
败丑闻的影响，2018 年在国际
足联的世界杯年中算是歉收不
算丰年， 其从赞助商获得的收
益也略有减少， 但仍达到 14
亿美元。

这届世界杯包括给进入决
赛圈 32 支球队的奖金共 4 亿
美元， 给参加世界杯球员所在
俱乐部的补贴 2.09 亿美元，球
员受伤补偿的 1.34 亿美元，还
有准备期间的 4800 万美元，国
际足联的总支出仅 7.91 亿美
元，其盈余有多少不难计算。

可见， 国际足联是富可敌
国， 这使得各成员协会对因凡
蒂诺所说的“后续” 期望值颇
高。 该花的钱就必须花， 如今
确实到了国际足联砸钱的时
候， 毕竟这也是取之于足球用
之于足球。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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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 梁劲
松报道： 世界高尔夫名人堂宣布：四
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女子高尔夫球先
驱苏西·麦克斯韦·伯宁将于明年入
选名人堂。

1941 年出生的伯宁拥有着辉煌
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是三次拿下美
国女子公开赛的冠军，仅此一项就足
以令其列入名人堂。 世界高尔夫名人
堂正式宣布，继泰格·伍兹、马里恩·
霍林斯和蒂姆·芬臣之后， 伯宁将入
选名人堂成员。

麦克斯韦·伯宁在 LPGA 上赢得
11 个冠军， 包括四项大满贯赛———

1968 年的西部公开赛和 1968 年、
1972 年和 1973 年的美国女子公开
赛。此前，她已是俄克拉荷马州体育名
人堂的成员。在读大学期间，她曾在俄
克拉荷马城大学高尔夫球队效力。

LPGA 认为：“伯宁完美地体现
了成为名人堂成员的含义。 从她在业
余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挥杆开始，就一
直都是一位开拓者，当她进入 LPGA
之后更大放异彩。 只有很少的人———
无论男女———能三次拿下美国公开
赛，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当
她决定离开球场而专注于家庭时，也
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和尊重。 ”

三夺美国女子公开赛冠军

伯宁明年将入名人堂

赛事·关注

莱德杯观众禁入？
“世界一哥”麦克罗伊宁愿比赛推迟到明年

两大满贯
“逃到”下赛季

世界男子高尔夫球坛最脍炙人
口的四大满贯， 下赛季将变成六大
满贯———美巡赛总裁杰伊·莫纳汉
昨天确认 ；2020-2021 赛季的两 站
美国大师赛和两站美国公开赛，加
上原有的 PGA 锦标赛和英国公开
赛， 下赛季的大满贯数量将比常规
多出两个。

新冠疫情蔓延 ， 令本赛季的大
满贯取消了英国公开赛， 又延后了
美国大师赛和美国公开赛， 仅剩的
PGA 锦标赛如何办赛还是个问题 。
美巡赛高管安迪·帕泽德尔和泰勒·
邓尼斯在电话会议中提出 ， 包括
PGA 锦标赛在内的美巡赛在重启时
都要经过三次检测： 球员和球童开
赛前先要在家检测， 然后到比赛地
再次检测， 第三次检测则在球场上
进行。

“我们需要快速得出结果的广泛
检测”。 莫纳汉表示：“新的检测方法
和检测程序的持续出现让人感到鼓
舞，我们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在安全
回来的问题上， 花了许多时间听取专
家的意见， 了解我们需要什么资源。
这个问题与日程一样重要。 ”

莫纳汉还对目前美国之外生活
的约 60 名美巡球员和球童提出要
求 ：必须服从现正生效的国际旅行
禁令 。 在制定重启计划的时候 ，莫
纳汉表示，在赛事周将监控球员和
球童的“每个行动”，“认真考虑我
们要怎么做才能创造尽可能安全的
环境”。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梁劲松

美国高协再改赛程 多项赛事相继取消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 梁劲

松报道：美国高尔夫协会（USGA）日
前宣布再次更改锦标赛日程：取消美
国男女青少年锦标赛。

美国高尔夫协会于 3 月 17 日取
消美国业余四球锦标赛和美国女子
业余四球锦标赛，4 月 6 日又取消了
美国常青公开赛和美国女子常青公
开赛。 美国女子青少年锦标赛原计划
7 月 13 日至 18 日举行，美国男子青

少年锦标赛原计划 7 月 20 日至 25
日举行，如今也不得不取消。

“当我们就锦标赛做出决定时，
主要焦点是参与各方的安全和福
祉”。 美国高尔夫协会锦标赛高级总
监约翰·鲍登哈默说：“一方面， 我们
因为不得不做出取消两场青少年锦
标赛的决定而极端遗憾； 另一方面，
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

美国高尔夫协会将美国女子业

余锦标赛 （8月 3日至 9日 ）、美国业余
锦标赛 （8月 10日至 16日 ）、美国女子
中年业余锦标赛 （8月 28日 至 9月 3
日 ）、美国常青业余锦标赛 （8月 28日
至9月3日 ）、 美国中年业余锦标赛（9
月12日至17日 ）、 美国常青女子业余
锦标赛（9月12日至17日）的报名时间
推迟到5月18日。 2021年美国女子业
余四球锦标赛、2021年美国业余四球
锦标赛的报名日期推迟到7月6日。

美巡前总裁蒂姆·芬臣将美巡赛
拓向全球，日前成为明年第三位进入
世界高尔夫名人堂的成员，也是第九
个入选的行政高管。

对能与世界高尔夫名人堂中的
传奇球员和贡献者比肩，芬臣感到十
分荣耀：“我特别骄傲与世界上最伟
大的球员之一泰格·伍兹一起进入
2021 年班底， 我相当期待激动人心
的一年。 ”

芬臣在入选后专门提及伍兹，是
因为两人的成就几乎相辅相成。 伍兹
在 1996 年加入美巡后吸引无数眼
球，除七站比赛两次夺冠外，还在第
一次以职业身份参加美国大师赛时
创造 20 项记录， 包括大赢 12 杆，从
而创造第一波“老虎热”。芬臣则紧紧
把握这一时机， 推动美巡奖金急涨。
1994 年， 芬臣被任命为总裁时总奖
金不到 1 亿美元， 到 2016 年退休时
巡回赛总奖金超过 4 亿美元。芬臣还
在 2008 年经济衰退之后， 在困难时
期保证了美巡赛赞助全覆盖、奖金不
缩水，凸显了美巡赛的巨大吸引力。

芬臣在伍兹赢得美国大师赛之
后不久创立了第一梯台活动。 他拒绝
了格雷格·诺曼提议的世界巡回赛，
1999 年推出世界高尔夫锦标赛系

列，将全球六个主要巡回赛的选手聚
在一起参加三站比赛。 他还抓住欧美
之外选手不断成长的时机———如格
雷格·诺曼、尼克·普莱斯、埃尔斯、维
杰·辛格———在 1994 年创立了总统
杯。

“过去 25 年，芬臣的高瞻远瞩以
及有力领导，给高尔夫运动制造了深
刻的影响。 ”芬臣亲自培养的接班人
杰伊·莫纳汉如此表示。

羊城晚报记者 路卫国 梁劲松

在任期间令美巡奖金翻四倍

前总裁芬臣入选当之无愧

没有观众的莱德杯是什么景
象？莱德杯组委会在本周承认，因应
疫情正考虑虚拟观赛的可能。

沃恩：
观众可能虚拟观赛
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首席执

行官赛斯·沃恩表示：“难以想象没
有观众的莱德杯。不过，我们不得不
开始讨论如何实现球迷的虚拟观
赛， 但还没有决定是否允许球迷入
场。 ”

莱德杯计划于 9 月 25-27 日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呼啸峡高尔夫俱
乐部举行。 这是现场气氛最热烈的
高尔夫比赛。沃恩承认，在一定程度
上， 观众是莱德杯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所有赛事有观众肯定更好”。
沃恩认为：“一般赛事没有观众也就
罢了， 观众对于莱德杯还是意义重
大，我们很在意这一点，所以今年这
个情况非常特殊。 ”

沃恩预测，即便没有观众，比赛
现场也至少有 1000-1500 名工作
人员，包括球员、球童、裁判、志愿
者和媒体等。

小麦：
没观众就不是莱德杯
球员显然不希望在没有观众之

下比赛。 在一档 Instagram 节目中，
“世界一哥”麦克罗伊表示，如果今年
的莱德杯因疫情不允许观众到现场
支持，“没有观众的莱德杯？ 那就不是
莱德杯了”。

美巡赛将在 6 月中旬重启， 前四
场比赛已经明确空场办赛、 不允许观
众现场观战。 欧巡赛目前还没有恢复
的时间表，最早恐怕也要 7 月底，因此
两大巡回赛还没有讨论莱德杯球员入
选资格问题。小麦作为“世界一哥”，代
表欧洲队出战莱德杯几乎毫无悬念。

“作为欧洲人，今年参加在美国
举行的莱德杯，在比赛中我肯定会受
到主场观众的‘问候’”。 麦克罗伊笑
着说：“显然对于欧洲队来说，没有观
众的干扰会更舒服一些，但这样的话
比赛肯定不完美，完全没有莱德杯的
氛围。 ”

“所以，如果可以选择，我不希望
看到没有观众的莱德杯。 我宁愿比赛
推迟一年举行。 ”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梁劲松
麦麦克克罗罗伊伊

图图 // 视视觉觉中中国国

芬芬臣臣 图图 // 视视觉觉中中国国

国际足联派发补贴
向 211 个成员协会发放 1.5 亿美元，主席因凡蒂诺称还有后续

荷甲昨天宣布提前结束赛
季，按照现有排名确定下赛季欧
战入场券归属，立即引起同分球
队排名规则的巨大争议。

采用欧洲杯排名规则，还是
采用世界杯排名规则，哪个规则
更合理？ 对于同分球队而言，对
自己不利的规则一定不合理，一
定会吵翻天。

两种规则结果各异
两支球队积分相同，欧洲杯

规则是首先比较直接交锋胜负
关系来确定排名，世界杯规则是
首先比较总净胜球。 这是两种流
派最大的不同。

以 1996 欧洲杯 C 组小组赛
为例， 德国积 7 分排名第一，意
大利和捷克同积 4 分。 意大利的
净胜球是 0， 捷克的净胜球是
-1。 如果按照世界杯排名规则，

应该是意大利以小组第二的身
份出线。 可是按照欧洲杯排名规
则，捷克在直接交锋中以 2 比 1
战胜意大利，应该是捷克以小组
第二的身份出线。 最终结果是，
1994 世界杯亚军意大利在 1996
欧洲杯未能小组出线，捷克惊险
出线之后夺得欧洲杯亚军。

荷甲整个赛季有 34 轮比
赛。 联赛停摆前，榜首双雄阿贾
克斯和阿尔克马尔各只打了 25
轮比赛。 当赛季宣告“腰斩”时，
阿贾克斯和阿尔克马尔同积 56
分， 阿贾克斯总净胜球占优，阿
尔克马尔在直接交锋“双杀”阿
贾克斯。

荷甲同分球队原本按照世
界杯规则确定排名，也就是先看
总净胜球，采取这种规则的还有
英超、德甲、法甲。 采取欧洲杯规
则的联赛，影响力最大的是西甲
和意甲。 阿尔克马尔之所以不服

气， 是因为赛季还没有打完，原
本有望在净胜球甚至积分上超
越阿贾克斯，却因赛季提前结束
而没有机会了。

欧冠席位事关收入
本赛季荷甲冠军虽然没有授

予阿贾克斯， 但阿贾克斯是按荷
甲冠军的身份领到下赛季欧战入
场券， 阿尔克马尔是按荷甲亚军
的身份获得，因此也非常不满。

以 2017-2018 赛季荷甲为
例，埃因霍温获得冠军，阿贾克
斯获得亚军。在 2018-2019 赛季
欧冠，荷甲冠军埃因霍温直接参
加欧冠附加赛，也就是三轮欧冠
资格赛与欧冠小组赛之间的生
死战。 荷甲亚军阿贾克斯只能由
欧冠第二轮资格赛打起。 虽然阿
贾克斯和埃因霍温最终都打进
欧冠小组赛，但埃因霍温晋级小

组赛只用了两场比赛，阿贾克斯
则用了 6 场比赛。

晋级欧冠小组赛就能获得
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有出场费
保底还有赢球奖金。 荷甲亚军显
然比荷甲冠军晋级欧冠小组赛
的难度大得多。 对普遍小本经营
的荷甲球队来说，有没有欧冠小
组赛入场券差别很大。

荷甲总体欧战积分排名较
低，因此荷甲冠军以往大多不能
直接晋级欧冠小组赛。 可是凭借
阿贾克斯在上赛季欧冠打进四
强的优异表现，荷甲的欧战积分
排名有所上升。 荷甲冠军有望直
接进入欧冠小组赛，不过还要等
待本赛季欧冠和欧联杯结束后，
各联赛最新欧战积分排名结果。

如果其他联赛本赛季不能
正常结束，同分球队还会有类似
的排名争议。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纽卡斯尔易主
抄底巴萨双星
一周前，纽卡斯尔俱乐部以 3

亿英镑的价格卖出 80%的股份 ，
近年一直在英超惨淡经营的 “喜
鹊”终于“飞上枝头变凤凰”。 纽卡
斯 尔 的 新 老 板 是 沙 特 王 储 萨 勒
曼 ，掌管着资本总额高达 2600 亿
英镑的沙特公共投资财团。

虽然纽卡斯尔的主帅仍未确
定 ，但据英国媒体披露 ，该俱乐部
已有大手笔的引援计划———不仅
将手伸向当今的顶级球星 ， 而且
还向西甲豪门巴塞罗那下手 ，具
体目标是前腰库蒂尼奥和前锋格
列兹曼。 细看这份引援名单，就会
发现不仅靠谱而且务实 ， 甚至还
透着精明。

纽卡斯尔看中的两人有相似
之处 ， 都是有绝对实力的大牌球
星，却都不当红。

在 2018 年 冬 季 转 会 窗 以
9000 万欧元身价加盟巴萨后 ，库
蒂尼奥表现一般 ， 上赛季被租借
到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 ， 虽然未
能获得主力位置 ，但 15 次首发 、7
次替补 ，仍收获 8 个进球 、6 次助
攻。 由此可见，库蒂尼奥的问题不
是能力不够，而是水土不服。 由于
拜仁已明确表态 ， 租借到期后将
放库蒂尼奥回巴萨 ， 因而巴西球
星还得找下家。

在 2019 年夏季转会窗以 1.3
亿欧元的天价加盟巴萨后 ， 格兹
列曼本赛季有 25 次首发 ，1 次替
补 ， 但仅收获 8 个进球 、4 次助
攻 ， 与他在马德里竞技效力时差
了不少。 究其原因，不外是格列兹
曼在马竞是进攻核心 ， 全队的主
角 ，而在巴萨有梅西 ，他只能当配
角，他还未能适应这种转变。

库蒂尼奥、格列兹曼如果加盟
纽卡斯尔就会成为台柱，全队围着
两人转。 两人尽管目前不得志，但
实力仍堪称顶级。 更重要的是，巴
萨有意大换血， 阵中除了梅西、特
尔施特根和弗兰基·德容之外 ，其
他人皆可卖掉。加上近来因疫情在
欧洲蔓延 ，各项赛事暂停 ，球员身
价随之下跌。库蒂尼奥的身价仅在
5000 万欧元左右 ， 格列兹曼的身
价则在 9000 万欧元左右。

如果纽卡斯尔在夏季转会窗
挖来库蒂尼奥和格列兹曼 ， 不仅
很可能如愿以偿 ， 而且还有 “抄
底”的味道。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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