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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月 16日，2020赛季澳大
利亚网球公开赛公布了女单正赛签
表。中国军团整体签运一般，27号种子
王蔷有望晋级第三轮挑战小威，张帅首
轮对阵前美网冠军斯蒂芬斯，彭帅、郑
赛赛都是迎战资格赛选手。

位列 27 号种子的王蔷首轮对阵法
国老将帕门蒂尔，后者经验丰富还需小
心应对。如果过关她将对阵范乌伊特凡
克和费罗之间的胜者，很有机会来到第
三轮挑战八号种子小威廉姆斯，金花一
姐与对手的实力和经验都有较大差距。

在这里创造过佳绩的张帅没能跻
身种子，首轮她将对阵前美网冠军斯蒂
芬斯。后者新赛季状态平平，如果张帅
爆冷击败她则有可能在第二轮迎战去
年一起拿下女双冠军的好伙伴斯托瑟，
第三轮对位的是 14 号种子、美国人肯
宁，如果再度进军第四轮则很有可能挑
战三号种子大坂直美。

资格最老的中国金花彭帅首轮将
对阵资格赛选手，如果能够拿下，她在
第二轮将对阵 22 号种子萨卡里和俄罗
斯人加斯帕艳之间的胜者，中国老将实
力略处下风。如果可以晋级 32 强，她
将很可能迎战十号种子、美国人凯斯，
第四轮则是对位七号种子科维托娃。

去年打出职业生涯最佳的郑赛赛
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第二轮她很可能
遭遇卫冕冠军、三号种子大坂直美，想
要过关有较大难度。

北京时间 1月 16日，CBA公司宣布，
同意北京首钢队更换外援，新注册并获
得参赛资格外籍球员为林书豪（球衣号
码 7号，位置后卫），被替换外籍球员为
艾派·尤度（球衣号码9号，位置中锋）。

按照本赛季开赛之前俱乐部与三
名外援共同制订的轮休计划，林书豪已
经做好准备，并于 1月 17日CBA常规赛
第 28轮比赛重返赛场。

记者从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
获悉，15日俱乐部正式同巴西外援马塞
洛·西里诺签约。

马塞洛·西里诺 1992年 1月 22日出
生在巴西巴拉那州的马林加，出道于巴
拉纳竞技青训。2009 年 6 月 7 日，在巴
拉纳竞技主场对阵米内罗竞技的比赛
中，西里诺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首秀。

2015 年 1 月 2 日，西里诺以 1650 万
巴西雷亚尔（约 2700 万人民币）价格转
投弗拉门戈。2017年西里诺转投巴西国
际，并租借加盟阿联酋阿拉伯海湾联赛
纳萨俱乐部 ，在此首发21次打入11球。

2018 赛季西里诺回归老东家巴拉
纳竞技，并在各项赛事出场 27 场（22 次
首发），攻入 6 球。2019 赛季他在巴甲
联赛出场 29次（18次首发），打入 9球。

澳网公布女单正赛签表

张帅首轮
对阵斯蒂芬斯

1 月 15 日，是中超、中甲和中
乙各队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截
止日，中超 16 支球队全部提交完
毕，新赛季中超球队已经各就各
位。不过，中甲和中乙球队的日子
却没有那么好过了，据记者了解，
目前四川 FC、辽足、广东华南虎以
及本来有资格递补继续参加中甲
的 上 海 申 鑫 都 没 有 按 时 递 交 材
料。这意味着，16支球队参加的中
甲联赛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俱乐部
面临绝境。

15 日傍晚，中国足协紧急发文
将递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时间向
后顺延半个月：鉴于中甲、中乙、中
冠联赛的部分俱乐部在 2019 年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为确保
各级联赛稳定，特延后中甲、中乙
联赛俱乐部以及申请参加 2020 年
中乙联赛的中冠俱乐部提交工资
奖金确认表的截止时间至 2020 年
1月31日17时整。

川足已经主动放弃、面临解
散，辽足、广东华南虎和中乙球队
上海申鑫等多支低级别球队也都
面临着各自的难题。

新赛季

中超球队已经各就各位
中甲中乙球队日子难过

1月 15日，四川 FC正式告别，这个
成立了 6年多的俱乐部终究还是没能逃
过现实的残酷。在本该递交工资确认
表的这段时间，俱乐部并没有找球员在
上面签字，也没有向中国足协递交参加
2020赛季中甲的相关审核材料，这样的

“沉默”预示着俱乐部主动放弃了征战
新赛季，就此告别职业足坛。此前已经
有多名川足球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告
别，解散的命运早已注定。

作为 2018赛季的中乙冠军，川足在
一年前就一度出现资金问题，不过最终
一家四川省内企业表示愿意为球队征
战 2019赛季提供充足的资金并且以最
快的时间解决教练及球员的工资奖金
问题，俱乐部“压哨”将 2019赛季中甲联
赛注册的相关材料上交至中国足协。
2019 赛季尾声通过附加赛才苦苦保住
的一个中甲名额，最终还是在新赛季开
始之前被无奈放弃了。作为甲 A 年代
中国职业足球的重镇，四川足球曾给人
们留下了太多深刻的回忆，也曾培养了
不少足球人才，后来在那里涌现出不少
职业俱乐部，他们都是满怀壮志豪情而
来，最终无奈曲终人散。这支四川 FC
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曾经
在中国职业足球版图上特立独行的地
方——延边。2019 年初，当时正在韩
国进行新赛季备战的延边富德队将帅
们等来了一个“毁灭性”的消息，他们
的球队因富德集团和延边体育局就欠
税清偿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而解
散。

维持生计，是很多中甲、中乙俱乐
部为之奔忙的最重要的事情。这些年
来，因欠薪等资金问题选择退出、无法
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没有足够的资
金让球队正常运转等问题，困扰着那
些资金不足的职业俱乐部，中甲和中
乙尤为严重。仍留在职业联赛中的人
们，又有多少是在苦苦支撑和坚守。

四川FC队员感谢球迷。

作为中国足坛的一支老牌球队，辽足
的困境也让人提心吊胆，这已经不是这支
球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生死时刻”，而这
一次情况似乎更加艰难。辽足近年来一
直深陷欠薪传闻，一年前，球队在 2019 赛
季前也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危机，外界担忧
辽足一旦不能解决欠薪的问题，将面临被
取消注册资格的危险，不过最终俱乐部将
2019 赛季中甲联赛注册的相关材料交至
中国足协，参加了 2019 赛季的中甲联赛。
2019赛季结束后，辽足是通过附加赛才涉
险保级成功留在了中甲。保级并没有带
给辽足太多好心情，球队一直以来的问题
依然存在，甚至到了 2020赛季开始前愈演
愈烈。目前，球队正在广州冬训，俱乐部
的财政状况却牵动着这支球队所有人的
命运。据记者了解，目前球队的日常工作
和冬训都在正常进行中，至于工资确认
表，俱乐部也一直在和足协沟通。

和辽足一样在和足协沟通有关工资
确认表的俱乐部远不止这一家，广东华南

虎也面临同样的处境。2019年年底，广东
华南虎宣布了包括阿洛伊西奥在内的 7
名球员离队的消息，并且宣布了前主帅傅
博离任，这支球队 2020赛季前的备战伴随
着各种告别。2020年伊始，广东华南虎俱
乐部挂牌转让股权，这充分证明俱乐部的
境况或许是“致命”的，在转让公告中可以
清晰地看出俱乐部负债累累，转让价格也
着实不低。不过球队目前依然在各种传
闻中，在新帅谢育新的率领下按照计划进
行着冬训，并且从梯队上调了多名球员填
补一队的人员空缺。

2019 赛季提前降级的上海申鑫也在
濒临解散的边缘，据媒体报道称，该俱乐
部累计欠薪 8个月，背负着 7000万元的债
务。资金问题困扰了上海申鑫多时，最终
这支曾经还在顶级联赛征战过的球队降
入中乙。可如今，申鑫可能连中乙都玩不
起了。处境艰难的中乙俱乐部远远超过
了人们的想象，这些低级别的小俱乐部各
有各的苦，生存空间继续被压缩。

川足“主动放弃”

昔日足球重镇遭重创

16家中超俱乐部倒是都递交了工资确
认表，但也并不是所有俱乐部的日子都那
么好过。此前，就有传闻称重庆斯威拖欠
球员部分薪水奖金，升班马青岛黄海也被
曝拖欠球员部分薪水奖金，大连足球则是
因万达与一方之间的种种传闻一度被传陷
入危机。不过好在这些问题都暂时得以缓
解，16支中超俱乐部都不会缺席 2020赛季
中超联赛。早在 2019 赛季前，天津天海
（原天津权健）就曾遭遇过生存危机，这支
球队在 2019赛季最终保级成功，但是这支
球队新赛季的生存依然不会轻松。

如今的大环境，让很多职业俱乐部
都过得没有那么风光，新赛季，职业联
赛将实行各项新政，各个俱乐部需要重
新适应和迎合。不少中超俱乐部都要
精打细算过日子了，更何况是那些低级
别俱乐部，资金上的捉襟见肘、青训培

养的人才匮乏、可用球员的流失等，都
让这些中甲和中乙俱乐部受到方方面
面的限制。

中甲联赛的俱乐部贫富差距比较明
显 ，他 们 各 自 的 志 向 和 战 略 也 有 所 不
同，这从上个赛季最终冲超和保级的走
势就能看出一些门道。低级别联赛关
注度和影响力都不够，但维持球队正常
运转的费用对于那些企业却一点都不
少。先天的劣势让很多低级别联赛的
球队处在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生存
都成了一个难题。中国足协曾不止一
次提出有关职业联赛“金字塔模式”的
形成，希望各级别联赛能够实现稳步扩
军，并且对中甲、中乙俱乐部日后发展
中组建的梯队数量进行了规定。然而，
很多俱乐部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维系，
谈何扩军和发展。

辽足再遇十字路口

这次能否化险为夷

中超俱乐部精打细算

低级别联赛举步维艰

北京首钢更换外援

林书豪重返赛场

马塞洛·西里诺
加盟重庆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