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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奥对阵莱切的比赛，从一开场就
风云变幻，莱切球员曼科苏开场 2分钟便远
射破门，不过经过VAR回放，进球因为他手
球在先而被判无效。第 5分钟，拉齐奥球员
帕罗洛射门被扑，队友凯塞多补射将球打
进，为“蓝鹰”拔得头筹。第 30分钟，莱切凭
借巴巴卡门前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上
半时补时期间，拉齐奥后卫帕特里克手球
送点，然而曼科苏主罚时却将点球打飞。

易边再战，莱切加强攻势并很快取得
成效，第 47 分钟，卢乔尼头球破门，莱切将
比分反超。尽管此后拉齐奥奋起反击，并
给对手门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最终
没能破门。补时期间，拉齐奥后卫帕特里
克情绪失控，咬了对方球员的手臂，被直接
红牌罚下，“蓝鹰”1比 2告负。

当日另一场在米兰圣西罗球场进行的
比赛，戏剧性有增无减。上半时两队久久
未能破门，米兰前锋伊布第 45 分钟的进球
因越位无效。

上半时颗粒无收的两队，到了下半时

却上演了进球盛宴。第 47 分钟，拉比奥带
球突破到禁区弧顶处劲射破门，尤文率先
打破僵局。仅 6 分钟后，C 罗接队友传球，
在门前单刀破门，扩大领先优势。第 62 分
钟，尤文后卫博努奇手球送点，伊布主罚命
中，为米兰扳回一分。此后米兰突然士气大
振，5分钟内连进两球，第 65分钟，凯西门前
抽射破门，两分钟后，莱奥禁区左路推射再
进一球。米兰仅用 6分钟，便将比分从 0比 2
改写为 3 比 2。米兰继续在尤文门前施压，
但都与破门差之毫厘，不过第 81分钟，尤文
后卫桑德罗的失误，最终送给了米兰第四粒
进球，他在禁区附近直接将球传给了米兰球
员，雷比奇门前轻松推射破门。比赛尾声，C
罗单刀打进一球，但因越位无效，米兰惊天
逆转4比2战胜尤文图斯。

米兰主教练皮奥利赛后接受采访说：
“我将所有的赞赏都送给队员们，他们今天
展示了无与伦比的精神和毅力。”

进球功臣之一莱奥则表示：“我们对每
一粒进球都全力以赴。”

北京时间 7 月 8 日，重启的 CBA 联
赛第二阶段在青岛继续展开，单外援的
广东对阵全华班的青岛。易建联因伤
缺阵，威姆斯得到 25 分 8 助攻，赵睿贡
献 21 分，最终 7 人得分上双的广东以
114 比 111 有惊无险战胜青岛，取得 22
连胜的同时也提前锁定常规赛冠军，这
是广东队史第 13次获得常规赛冠军。

数据显示，广东队是复赛以来唯
一未尝败绩的球队。上赛季，广东队
夺取队史第 9 冠，从而独享 CBA 总冠
军榜单首位。照此势头，广东队有望
成为 CBA 史上首支夺冠次数达到两位
数的球队。

7 月 8 日下午，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媒体通气会”，在
通气会上，中国足协对即将在 7月 25日正
式启动的 2020 年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相关
话题向媒体进行了解答。

中超开赛意义在哪里
解答：中超联赛宣布开赛日期后，很

多媒体都用“犹如雪中送炭、提振民众信
心”来形容中超的重新归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全
国疫情防控形势继续向好。中超联赛的
复赛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就像这次复赛的
口号“唤燃亿心”，我们希望通过足球的力
量、体育的力量，呼唤亿万中国人民携手
同心，用我们的信心、决心和恒心点燃工
作的热情、生活的激情，助力全面复工复
产，恢复生活秩序。

中超复赛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对于正
在全面复苏的中国体育界来说，同样具有
重大意义。中超复赛将有助于国内足球
产业自救。中超是中国足球产业的领头
羊，受疫情影响，整个足球产业大幅下滑，
中超复赛将带动产业链复苏，具有标杆意
义。

为何采取分组赛会制
解答：今年的中超联赛在第一阶段比

赛中采取了分组赛会制的安排，对于中
超联赛来说，能够重新开赛，首先最重要
的 就 是 做 到 保 证 所 有 人 员 的 健 康 与 安
全。特别是在疫情面前减少人员流动、减
少与外界接触，最大程度降低传染可能
性，形成防疫闭环，这也是联赛复赛的首
要条件。

按照国家防疫政策、总局防疫要求，
中国足协征求了包括张文宏教授在内的
多位防疫专家的意见，决定将第一阶段比
赛更改为赛会制，比赛空场进行。虽然是
赛会制，但依然保留主客场的概念，每个
队都会进行双循环比赛。

由于今年的中超联赛开赛时间较晚，
还需要统筹考虑国家队四十强赛和亚冠
等国际赛事，已经不可能完成全年 240 场
联赛，因此从公平角度考虑，中国足协决
定按照蛇形排列原则将 16 支中超球队分

成两个小组，先进行 14 轮双循环小组比
赛，产生小组内名次。随后将根据疫情防
控情况确定第二阶段赛制和赛程。第二
阶段比赛赛制赛程将在第一阶段比赛过
程中根据疫情防控情况择机公布。

升降级名额为何是1.5个
解答：今年联赛赛制进行了较大改

变，赛程远原来有较大压缩。加之受到疫
情影响，很多俱乐部存在实际的困难，因
此有一些俱乐部出于综合考虑建议暂停
升降级一年。但是，也有很多俱乐部提
出，如果取消升降级，对联赛的公平性、竞
争性、激烈性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出
于保证联赛健康有序、公平公正竞争的原
则，同时尊重多数俱乐部的意见，决定对
升降级名额进行调整，最终确定的升降级
名额为 1.5个。

比赛规则有哪些调整
解答：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中，将首次

在比赛中执行国际足联和 IFAB（国际足球
协会理事会）的最新政策，每场比赛可更
换 5 名队员。鉴于比赛密度较大，扩大了
俱乐部每场比赛报名人数至 23人。

由于目前各中超中甲俱乐部外籍球
员返回情况不一。受国家防疫政策影响，
此前有大量外援、外教未能归队，近期随
着政策调整情况有所改变，外援、外教陆
续开始返回。经与多家俱乐部沟通并征
求意见，今年中超联赛里，外援方面可累
计注册 7 人、同时注册 6 人 、报名 5 人、同
时上场最多 4人。

因受疫情影响，一些俱乐部外籍球员
无法归队参赛，为此制定外籍均衡保护
条款：归队外籍球员人数不足 2 人的球队
可申请“外籍均衡保护”。即，1. 如 0 名外
籍球员归队，则对方球队同时上场外籍
球员最多为 2 名（其他外籍可进入替补名
单并可替换）。2. 如只有 1 名外籍球员归
队，则对方球队同时上场外籍球员最多
为 3 名（其他外籍球员可进入替补名单并
可替换）。球队申请外籍均衡保护必须
于 7 月 20 日前书面申请并获批准，之后
申报新归队外籍球员必须在此队上一轮
比赛日当日或之前，否则只能在再一轮
后报名参赛。

赛区为何选择大连与苏州
解答：赛会制对场地和相关配套要求

远高于联赛。以中超联赛为例，考虑到如
此紧密的赛程和高温，对场地养护、配套
设施、运动员康复医疗等都提出极高要
求，每个赛区需要找到满足 8支球队训练、
比赛需求的场地、酒店、医院并不容易，特
别是高标准的训练场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足协对上海、广州、苏州、无锡、
常州、大连等 9个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综
合考虑防疫要求、硬件设施、人力资源、天
气状况等要素，并减轻地方上的防疫压
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连赛区和苏州
赛区都具备良好的比赛场地和训练场地
条件，但需要做部分改建或维护工作，以
满足中超联赛要求。

如何做好防疫工作
解答：中超联赛能够重新开启，离不

开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中国足协一直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工作，始终将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
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早在 2月初即编制
了《中国足协疫情防控工作实施细则》下
发各级国家队和职业俱乐部，请各队严密
追踪、严格防控。随着全国疫情逐步缓
解，职业联赛启动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
足协竞赛部根据我国相关政策和其他赛
事疫情防控经验，迅速组建了中国足协职
业联赛防疫工作领导小组，拟定了《中国
足协职业联赛疫情防控指南》作为联赛启
动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疫情发生后，对联赛复赛提出了
更高要求。中国足协按照专家建议，再次
细化了联赛防疫要求，在最终版《中国足
协职业联赛疫情防控指南》里，从人员管
理、交通、食宿、场地管理、竞赛管理、媒体
管理等多维度制定措施，形成防疫闭环。

赛时阶段，中国足协将要求两个赛区
在遵守联赛疫情防控指南的基础上，必须
一丝不苟、责任到人，必须确保不发生一
起疫情，确保联赛健康有序。

如何在联赛、亚冠、国家队
比赛之间取得平衡

解答：中国男足国家队将在今年继续

参加 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 强赛
的比赛，同时今年的亚冠联赛也没有确定
新的赛程，如何在联赛、亚冠、国家队比赛
之间取得平衡也是中国足协制定赛程时
重点考虑的问题。

联赛和国家队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
系，没有一个稳定的联赛，国家队也难以取
得好成绩，因此，在制定赛程的过程中，中
国足协一直与亚足联和国际足联反复沟
通，希望在联赛和国家队之间达到最优化。

但是，亚冠联赛和国家队世预赛赛程
未 能 确 定 给 联 赛 赛 程 制 定 带 来 极 大 困
扰。每个国家疫情程度不一、防疫政策不
一，给亚足联制定相关赛程造成巨大不确
定性。从 1 月下旬开始，中国足协就与亚
足联和国际足联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对方
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联赛赛程，但一直到
现在，亚足联也还没有就亚冠赛事形成最
终方案。

此外，世预赛赛程也存在很大变数。
对于 9 月份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国际足联
已经宣布包括亚足联在内的国家队比赛
窗口延期，因此，9月份不再安排国家队集
训，同时也是为了让联赛有一个相对完整
的赛程，不至于支离破碎。

足协解答中超开赛七大话题

北京时间 7 月 8 日，中国足协公
布中超赛程及比赛细则。

重启后的中超首阶段时间为 7月
25 日至 9 月 28 日，16 支队伍蛇形排
位，两个组各有 8支球队，进行双循环
比赛。第一阶段共有14轮、112场。

并明确两个赛区的分组大连赛
区：广州恒大、江苏苏宁、山东鲁能、
河南建业、大连人、广州富力、上海申
花、深圳佳兆业；

苏州赛区：北京国安、上海上港、
武汉卓尔、天津泰达、重庆当代、河北
华夏幸福、青岛黄海、石家庄永昌。

中超赛程公布
首阶段14轮共112场

广东夺常规赛冠军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报道

意甲
拉齐奥爆冷负于莱切
AC米兰惊天逆转尤文

CBA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 31 轮 7 日迎来了两场极具戏剧性的
对决。莱切尽管罚失点球，但依然在主场 2 比 1 战胜被罚下一人
的拉齐奥。AC 米兰则在主场圣西罗球场上演惊天大逆转，在落
后2球的情况下连追4球，4比2战胜领头羊尤文图斯。

CC罗罗

广东队球员赵睿广东队球员赵睿（（左左））在比赛中突破在比赛中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