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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限薪是正确决策
足球并不高于生死

北京提出体育场地共建共享
丰富运动空间的发展思路
在新编制的《北京市体育
设施专项规划（2018 年—2035
年）》中，北京市提出了体育场
地 与 公 园 绿 地 、城 市 线 性 空
间、自然生态空间、商业文化
设施等共建共享的发展思路。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体育
局了解到，这项体育设施专项
规划是北京市体育局与北京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为
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和《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 年—2035 年）》的实施
而联合编制的。
在规划中，北京市提出将
公园与体育设施相结合，构建
以绿化为本底、以体育运动锻
炼为主要功能，兼有公园文化
休闲功能，具有一定环境品质
且向居民开放的公共空间。
可结合群众休闲健身需求在
现状公园有条件区域增设体

——专访申花旧将阿尔贝茨
曾效力于上海申花的德国外
援阿尔贝茨日前接受记者线上视
频采访时表示，中超限薪是正确举
措，会帮助中国足球发掘本土人
才。曾于 2003 年在中国经历非典
疫情的阿尔贝茨认为，面对新冠疫
情全球大流行，世界足坛要有足够
的耐心和信心，团结协作，尽早恢
复赛场上的往日激情。

房子不是从屋顶盖起

足球并不高于生死
2003 年中国遭遇非典疫情，
阿尔贝茨坚持留在球队，并参加了
一系列抗击非典疫情的公益活动。
“当时有的外援离开中国。我
个人和家庭都面临艰难选择。时
任申花主教练吴金贵先生承诺说，
如果我想离开，会帮我安排好回国
事宜。我和女朋友，现在是我的太
太，没有那么做。”阿尔贝茨说，
“我
一直认为，如果这里有困难，我要
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克服。在那段
日子里，我完成每一堂训练课，配
合球队做好防疫，没有人感染。
”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世
界足坛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和困
难：比赛推迟停摆、观众无法入场、
球员感染、产业缩水……所有人都
盼望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在
阿尔贝茨看来，足球，和世界上其
他任何领域一样，在疫情面前，没
有高于生死的特权。
“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是首要考
量。我们要照顾好家人和朋友，没
有什么事情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
即使足球，也不会高于生死。”阿尔
贝茨说，
“球迷渴望回到赛场，我们
怀念那样的生活，但当下情形很艰

难，我们要勇敢面对，保持耐心和
信心战胜疫情，不要焦躁，团结协
作，
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德国战车需要精神领袖
上赛季拜仁慕尼黑、莱比锡等
德甲球队在欧冠赛场大放异彩，克
洛普、弗利克、纳格尔斯曼等德国
主教练也令德国球迷引以为傲，但
德国国家队却陷入低谷，尤其是在
欧国联赛场上 0：6 惨败于西班牙
成为绕不过去的伤痛。阿尔贝茨
和所有德国足球界人士一样痛心
沮丧。
德甲有欧洲最好的球队，有一
批能力出众的青年球员，在阿尔贝
茨看来，国家队缺少精神领袖，他
们没有像一个团队那样踢球。
“穆勒也许上了年纪，但他依
然是球队可以信任的领导者，即使
他发挥不好，也可以带领球队前
进。如果让我来选择首发，一定会
把他的名字放进去。”阿尔贝茨说，
“德国还有很多关于胡梅尔斯和博
阿滕的讨论，可惜他们都不再为国
家队效力了。
”
在惨败给西班牙队后，德国足
球界对是否留任主教练勒夫展开
激烈辩论。德国足协决定，勒夫继
续带队。阿尔贝茨对此持有异议：
“勒夫过去带领德国队取得成功，
那支球队和现在完全不同，人员发
生很大变动，现在我们不能再沉浸
在过去的成功之中。”
尽管如此，阿尔贝茨对德国队
在欧锦赛上的表现仍有很高期
待。
“我们有实力，只要把个体实力
捏合在一起，就能走得很远。希望
届时有经验的球员可以重返国家
队，
提升德国队整体实力。”
据新华社

篮球

年 近 50 岁 的 阿 尔 贝 茨 曾 在
2003 至 2004 年期间效力于上海申
花，回忆起当时甲 A 和刚刚起步的
中超联赛，他觉得现在最大变化是
球员薪水之高令人惊叹。
“联赛竞技水平不断提升，而
我感受的最大变化是俱乐部投入
大幅增加。”阿尔贝茨说，
“ 过去几
年里，中超俱乐部斥巨资引进德罗
巴、阿内尔卡等世界顶级球员，但
这是错误的方式。盖房子都是从
打地基开始，而不是从屋顶盖起。
足球世界里的地基就是孩子们，这
是着力发展的对象，不可能靠引进
外援把中国足球建设好。”
阿尔贝茨坦言他当初来到上
海的动因不是钱，而是为了上场时
间。
“当时我如果留在德甲汉堡（现
德乙球队），坐在板凳席上就可以
赚到比在申花更多钱。我当时 32
岁，不想坐着拿工资，需要上场比
赛，加盟申花对我来说是正确的决
定，现在中超的限薪令绝不是坏
事，会帮助中国足球将重心放在培
养自己的未来之星上。”
阿尔贝茨认为不必担心限薪
会留不住顶级球员，联赛观赏性因
此打折扣。
“ 大牌球星到中国踢球
赚了很多钱，但这没有让中国足球
变得更好。我在看德甲比赛时，虽

然也会受国际球星吸引，但更希望
看到德国本土优秀球员表现。培
养自己的球员，为国家队建功立
业，
这不也是中国球迷希望的吗？”
阿尔贝茨目前在德国一家社
区足球俱乐部工作，这里并不具备
向职业足球俱乐部输送人才的功
能和任务，只是单纯为当地有兴趣
的孩子提供一些足球训练。在他
看来，德国正是依靠遍地开花的青
训和青少年竞赛体系，才长期保持
高水平竞技。

员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比赛场
地，
干扰比赛正常进行。
公告还指出，在比赛结束
后，北京队随队人员故意踢场
边座椅，北京队球队休息室内
公共饮水机发生人为损坏。
根据 2020—2021 赛季《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纪律准则》相
关规定，给予北京首钢俱乐部
通报批评、核减俱乐部联赛经
费人民币 1 万元的处罚。并要
求北京首钢俱乐部在 CBA 联
盟将决定书面扫描件邮件发
送至俱乐部后，自次日上午 10
点起算 72 小时内，对损坏的公
共饮水机照价赔偿。
据新华社

足球

吴海燕唐佳丽入选亚足联
2020年最佳女足球员候选名单
亚足联日前在官网公布
2020 年最佳女足球员十人候
选名单，中国队队员吴海燕、
唐佳丽入选。最终的获奖球
员将于 1 月 24 日公布。
唐佳丽在中国女足的三
场东京奥运会预选赛中打进
四粒进球，帮助中国队晋级下
一阶段附加赛。吴海燕作为
中国女足队长同样在奥运会
预选赛中表现出色，她还随武
汉江大女足获得 2020 年女超
联赛冠军。
其余八位候选人包括韩国
女足队员张瑟琪、
池笑然，
日本

辽宁本钢
胜山东西王
网球

1 月 12 日 ，辽 宁 本
钢 队 球 员 赵 继 伟（中）
上篮。
当 日 ，在 浙 江 诸 暨
进行的 2020—2021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第二阶段第 29 轮
比 赛 中 ，辽 宁 本 钢 队 以
117 比 105 战胜山东西王
队。
据新华社

首钢主帅解立彬被停赛4场
翟晓川被通报批评罚款三万
CBA 官方 11 日开出罚单，
给予北京队主教练解立彬通
报批评、停赛 4 场的处罚，并罚
款人民币 2 万元。给予北京队
球员翟晓川通报批评，并罚款
人民币 3 万元。
公告称，10 日北京队与深
圳队的比赛进行到第四节剩
余 1.7 秒时，裁判员通过使用
即时回放系统、判罚北京队 10
号球员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犯
规，随后北京队 20 号球员翟晓
川持续大声质疑裁判员判罚；
北京队主教练解立彬质疑裁
判员判罚，未对本队球员质疑
裁判员行为进行制止，并且带
领球队部分成员在未经裁判

CBA第二阶段：

育设施场地，新建公园可参照
相关兼容比例建设相应体育
设施。
鼓励结合自然公园、人文
景点，依托水系绿道、生活性
道路，打造若干健身步道，提
升沿线街道环境品质。依托
自然山体、生态环境，建设登
山健身步道、山地自行车道、
旅游景观道“三位一体”的登
山健身步道系统。串联郊野
旅 游 资 源 ，针 对 不 同 人 群 需
求，构建不同主题、不同时长
的登山健身游程。
另外，
要结合大运河、
温榆
河、
潮白河、
永定河等生态水系
资源及郊野公园、
城市公园等生
态空间，
利用城市绿道或非机动
车道串联，
精心设计打造多类型
马拉松线路，
满足不同区域市民
锻炼需求，
打造城市级或区域级
知名品牌赛事。
据新华社

女足队员熊谷纱希、菅泽优衣
香、
小林莉加子，
澳大利亚女足
队员卡彭特、
凯尔和福尔德。
此 前 ，亚 足 联 还 公 布 了
2020 年最佳年轻球员 20 人候
选名单，其中包括日本球员久
保健英和韩国球员李刚仁等
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球
员。中国球员无人入选。
本次评选活动将通过网
络以公开投票的方式进行，球
迷通过亚足联官网参与的投
票将占据 60%的比重，专家投
票占据 40%，以此最终确定排
位顺序。
据新华社

美国网球选手伊斯内尔
因新冠肺炎疫情放弃澳网
美国网球选手伊斯内尔
11 日向媒体透露，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他将
放弃参加本赛季的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
现年 35 岁的伊斯内尔表
示自己热爱网球，但是更愿意
和自己的家人一起旅行比赛，
因为“不可能一辈子打网球，
更希望家人和自己一起享受
网球的乐趣”
。
“澳网非常重要，但是今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如此糟糕，
我不可能让家人和我一起冒
险，而我自己去的话，就要和
家人分开太久，所以只能忍痛
割爱了。
”伊斯内尔说。
本年度的澳网比赛因为
疫情而被推迟到 2 月开始。此
外，参与球员还需要提前到达
比赛地点进行隔离。
伊斯内尔曾经位列男单
世界前十，目前排名世界第 25
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