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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8日、29日，CBA公司连续开出两
张罚单，对 2019－2020赛季 CBA联赛复赛
期间违反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的两名球员赵
睿、郭艾伦予以处罚。其中赵睿由于在酒
店内违反联赛疫情防控管理规定，近距离
接触持黄色证件人员被停赛三场、罚款一
万元，郭艾伦因为未戴口罩被警告。

为什么同样是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处
罚却有所差别？事实上，在两份处罚公告
发布后，这个话题立刻成为媒体和球迷关
注的热点。为此，记者采访了 CBA联赛复
赛组委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

“对于赵睿和郭艾伦的处罚决定，都
是基于《2019－2020赛季 CBA联赛复赛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相关的疫情防控实用
手册等疫情防控制度和规定、还有中国篮
协关于疫情防控的指导意见作出的，并且
在开赛前就已经将全部疫情防控制度和
措施，包括相应处罚规则正式通知了所有
参赛俱乐部、球队。而且，每名运动员都
签署了承诺函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这名
负责人表示。

他介绍，CBA 联赛在复赛开始前，就
拟定了全面、周密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方便知悉了解，针对不同参赛人群，又
订立了针对不同主体的六种疫情防控实
用手册。作为核心参赛人员的俱乐部、球
队人员，则是疫情防控管理的重点。为
此，CBA联赛复赛组委会规定，复赛之后，

各俱乐部、球队参赛人员采取集中全封闭
的方式管理，只能在固定场馆、固定酒店
的特定区域（统称为“绿色区域”）活动，未
经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不得擅自
离开。同时，所有俱乐部、球队参赛人员
除了在明确规定的特定场合，比如比赛、
自己居住的房间内和就餐时不用戴口罩
外，其余场合均必须戴口罩，并且与持非
绿色证件的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安全
距离。

那么，一旦出现违规行为，究竟是如
何界定并处罚的呢？

这名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不同的
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行为，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会综合考虑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形，违
规人员的主观过错程度，违规行为可能产
生的影响及潜在危害程度，结合具体疫情
防控的相关规定和规则，予以处罚。

“比如说，一名球员在规定场合下没
有戴口罩，第一次违规将书面警告；第二
次违规将被停赛一场，自行隔离并做核酸
检测；第三次违规就将被取消本赛季联赛
比赛资格。

“如果一名球员未经批准擅自离开绿
色区域，或者即使在绿色区域内，但是明
知对方为非绿色持证人员，却不戴口罩、
主动与其近距离、长时间接触，这就属于
故意的行为，这和单纯短时间不戴口罩的
行为性质不同，潜在风险级别也不同。这

样的行为，第一次违规就将面对罚款和停
赛处罚，情节严重者甚至将被取消本赛季
比赛资格。

“疫情防控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担当的
责任，我们希望每一名参赛人员都能够严
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这是对自己负责，
更是对大家负责。”这名负责人表示。

当然，考虑到各俱乐部、球队的现实需
要和一些特殊情况，组委会也会在确保疫
情防控措施执行到位的情况下，允许俱乐
部、球队人员在常住绿色区域之外的指定
区域活动，6 月 28 日辽宁队人员为离开球
队的教练郭士强在酒店门口送行就属于组
委会批准的临时性活动。未来组委会也会
组织运动员到一些其他指定区域放松、休
闲活动，具体活动的防疫政策比如是否戴
口罩取决于活动场所的具体情况。

复赛精准防控的核心是保护绿色持
证人员的安全性，避免和其他人员近距离
接触。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组委会也将
进一步强化对其他工作人员的疫情防控
管理，避免绿色持证人员“被接触”的情
况，为俱乐部、球队参赛人员营造良好的
生活环境。一旦工作人员出现违规行为，
组委会也将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确保
联赛安全、顺利进行。

如果疫情逐步趋于稳定，赛区组委会
也将同当地疾控部门讨论，合理地逐步放
宽一些防控规定。

处罚出于综合考虑
保证安全是核心
——CBA联赛相关负责人解读疫情防控罚单

83 比 76，这是八一队复赛后的
首场胜利，也是球队本赛季第三次赢
球。

6月 30日，八一队本赛季的 15连
败宣告终结，他们战胜的对手是本赛
季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新疆队。目
前八一队的战绩是 3胜 33负，依然排
名垫底。

8 天之前，面对同样的对手，新
疆队轻松地获得了一场 20 分大胜，
不过在本场比赛中，新疆队攻防两
端全面被对手压制，几乎全场处于
落后。

身高并不占优的八一队在全场篮
板球数上以 54 比 44 力压对手，投篮
命中率也比对方高出10个百分点。

八一队开场后全面开花，快速的
攻防节奏也打乱了新疆队的阵脚，首
节八一队以 22比 18领先。次节开始
后，新疆队依然未能找到正常的进攻
节奏，八一队通过高质量的攻防逐渐
将比分拉大，第三节一度领先对手
15 分。末节双方陷入拉锯战，八一

队最终顶住了新疆队屡次的反攻势
头，以 7分优势取胜。

八一队主教练王治郅赛后表示：
“本场比赛大家有斗志，没有放弃，队
员们一直很努力去打，我们篮板球赢
了 10个，关键时刻比分迫近的时候，
阿尔斯兰投进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三
分球。”

全场拿到 12 分 8 个篮板的邹雨
宸表示：“本场球队就是用防守带动
进攻，特别是最后阶段，抓住了机
会。”

新疆队遭遇了近 4 场比赛的第
二场失利，目前依然排名联赛第二
位。

主教练阿的江表示：“这场比赛
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当对方发挥比
你好，你自己没有发挥出水平的时
候，任何结果都难以预料。作为我们
来讲，确实应该从自身、从每个人身
上定定位。”

八一队的下一个对手将是北京
队，新疆队则将面对上海队的挑战。

击败夺冠热门新疆
八一终结15连败

意甲尤文图斯俱乐部与西甲巴塞
罗那俱乐部 29 日完成重磅球员交易，
双方中场大将皮亚尼奇、阿图尔将改
换门庭。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由于起初阿
图尔不愿离开巴萨，导致本次转会谈
判持续多日，后来随着巴西人的态度
出现转变，交易取得突破性进展。

29日，巴塞罗那率先发布公告，证
实阿图尔加盟尤文图斯，双方签约五
年，转会费为 7200 万欧元，另有 1000
万欧元的浮动条款。23岁的阿图尔于
2018 年从巴甲格雷米奥转投诺坎普，
迄今为止为巴塞罗那出场 72 次，打入
4球。

当日晚些时候，尤文图斯在官网
宣布了皮亚尼奇离队的消息。据悉皮
亚尼奇与巴萨签署了一份四年合约，
其中包括一份价值 4 亿欧元的违约金
条款，他的转会费为 6000万欧元。

今年 30 岁的波黑中场 2016 年从
罗马俱乐部来到“斑马军团”，帮助球
队赢得了三次意甲联赛冠军。

由于本赛季尚未结束，阿图尔和
皮亚尼奇将在打完剩余比赛后正式加
盟新东家。

意甲卫冕冠军尤文图斯 29 日宣
布，与队中的两位老将布冯、基耶利尼
续约至 2021年 6月。

虽然两人之前的合同将于今年 6
月 30 日到期，但意大利媒体曾普遍表
示，二人的续约均“不成问题”。

已经年满 42 岁的布冯于 2001 年
从帕尔马加盟尤文图斯，虽然期间有
过短暂离开，但这位传奇门将已经将
大部分的职业生涯献给了尤文图斯。
自 2005 年首次代表尤文出场以来，基
耶利尼已经为“斑马军团”出场 509
次，此前这位即将 36 岁的后卫曾表态
至少将再征战一个赛季。

在本赛季，尤文图斯已经与博努
奇、夸德拉多、什琴斯尼等多名球员完
成续约工作。

国际棋联官网 6 月 30 日刊文称，国际
棋联主席德沃尔科维奇表示，受疫情影响，
国象世界冠军赛几乎肯定将延迟至 2021
年进行，而被中断的候选人赛可能将在
2020年秋天复赛。

2020年赛事原本的重头戏之一将是国
象世界冠军赛，来自挪威的现任棋王卡尔森
将面对候选人赛胜者的挑战。根据国际棋
联之前的表态，该届赛事一度将在 2020 年
10 月开幕的迪拜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但
该届世博会也将延期至2021年10月开幕。

受疫情影响，3月俄罗斯政府宣布暂停
大部分国际航班，正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进行的 2020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候选人赛
在赛程过半时被紧急中止，中国棋手丁立
人、王皓原定将与另外六名棋手进行双循
环 14轮比赛，赛事中止时刚刚结束第一阶
段的 7轮比赛。

“鉴于目前的情形，世界冠军赛几乎肯
定会被推迟至明年举办，我们已经就此进行
了非正式的讨论，也将很快作出正式的决
定。我们目前正研究各种可能的选项，或许

将在 2021 年春季或者秋季办赛，所有的细
节我们将于稍后公布。”德沃尔科维奇说。

对于候选人赛，他表示：“我们决心将
于（今年）秋天举办候选人赛第二阶段比
赛，比赛的首选地点依然是叶卡捷琳堡，但
如果因为疫情我们无法在那里办赛，我们
将考虑其他地点。”

此外，国际棋联早前已于 3 月宣布，原
定于今年夏天举办的 2020 国际象棋奥林
匹克团体赛将推迟至 2021 年夏天举行，地
点依然是莫斯科和汉特·曼西斯克。

国象世界冠军赛延迟至2021年

尤文巴萨完成重磅交易
皮亚尼奇阿图尔互换

布冯和基耶利尼
与尤文续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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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3030日日，，八一南昌队球员田宇翔八一南昌队球员田宇翔（（右右））
在比赛中上篮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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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尼奇皮亚尼奇

布冯布冯（（左左）、）、基耶利尼基耶利尼（（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