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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
电 （记者郑道锦、张薇、
刘旸）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的持续蔓延，世界体
坛各类赛事不断宣布延期
或取消。瑞士网球天王费
德勒便对今年温布尔登网
球锦标赛的取消表示“极
度震惊”，而随着全球网
球赛事停摆至 7 月 13 日，
世界网坛也是人心惶惶，
叫苦声一片。

全英俱乐部 1 日发表
声明称，由于担忧新冠肺
炎疫情对公共健康的影
响，他们无比遗憾地决定
取消 2020 年温网锦标赛。
第 134 届锦标赛将推迟至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1
日举行。费德勒在社交媒
体转发今年温网取消的消
息时，只用了“极度震
惊”这样一个词，而这个
英文单词同时还有“被彻

底摧毁的”的意思。拥有
20 个大满贯奖杯的费德勒
曾八次称雄温布尔登。明
年温网开赛时，他将接近
40岁。

2日，男子职业网球协
会（ATP）、女子网球协会
（WTA）、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相继宣布，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ATP 和
WTA 巡回赛以及所有 ITF
世界网球巡回赛将暂停至
2020年 7月 13日。

而随着 2020 年温网宣
布取消，ATP 和 WTA 的
欧洲草地赛季也将停摆。
受到影响的 ATP 赛事包
括：斯海尔托亨博斯、斯
图加特、女王杯、哈雷、
马洛卡、伊斯特本。受到
影响的 WTA 赛事包括：
斯海尔托亨博斯、诺丁
汉、伯明翰、柏林、伊斯
特本和巴特洪堡。ATP 所

有级别的职业赛事，包括
ATP 挑战赛和 ITF 世界巡
回赛在内的赛事都将继续
停摆。目前，2020 年 7 月
13 日之后的巡回赛计划按
照原有的赛程安排进行。

“非常遗憾的是，新
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
散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
够延长巡回赛的停摆期，
这是我们所有成员和相关
网球管理机构一致做出的
决定。”ATP 主席安德里
亚·高登兹说，“现在这个
时期，我们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保障健康和安
全仍旧是我们最首要的任
务，我们将尽一切的努
力，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尽快恢复巡回赛。”

据英国媒体报道，温
网赛事目前的年收入保守
估计也要达到 2 亿英镑
（约合人民币 17.6 亿元）。

由于温网每年的大部分盈
利都会转入英国网协账
下，尽管有保险合同意味
着英国网协应该还是能得
到一笔收入，但草地赛季
的取消还是会让本已捉襟
见肘的英国网协遭受重
创。

职业网球赛事的取消
对那些世界排名在 100 名
之外的选手而言是致命打
击。以温网为例，只要能
通过资格赛考验或者凭借
外卡获得正赛资格，哪怕
单打首轮就出局，也能带
走大约 5 万英镑的奖金，
这让一些世界排名不高的
网球选手叫苦不迭。世界
排名在 300 名开外的格鲁
吉亚女选手沙巴塔娃已在
网上召集人们签名请愿，
希望国际网联等组织能给
予低排名选手一定的经济
支援。她表示，低排名球
员大多靠教球、参加俱乐
部比赛或其他一些有奖金
的赛事赚钱，但疫情使得
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可
能一点收入都没有，而很
多人也并没有什么存款。

与温网有相关的投保
不同，据英国 《每日电讯
报》消息，其他三大满贯
赛事都没有类似赛事取消
的保险。法国网协就表
示，一旦今年的法网无法
进行，他们将丧失 2.6 亿
欧元 （约合人民币 20.1 亿
元）的收入。

另外，在中国，原定
5 月举行的 2020 年上海环
球马术冠军赛也宣布将延
期择日举办。

费德勒震惊温网取消

世界网坛一片叫苦

上赛季温网海报资料图

白俄罗斯拒绝
停办体育赛事

4月 2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 （见上图） 在接受采访中表示：
拒绝停办体育赛事。目前，白俄罗
斯足球超级联赛堪称世界“独苗”
赛事。 （新体）

北京时间 4月 3日，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仍不可估量，比利时足球
联赛已经确定提前结束赛季，并将按
照停摆前的积分将冠军授予布鲁日。
据了解，比利时联赛的董事会一致做
出了这个决定，由于新冠疫情的不确
定性，联赛何时回归迟迟悬而未决，
联赛董事会决定提前结束赛季。比利
时联赛成为欧洲首个宣布取消赛季的
足球联赛。

上图为布鲁日队旗。（新体）

比利时联赛结束
榜首布鲁日夺冠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记者王梦、沈楠）国家射
击队2日结束了与北京、山
东、河南、陕西四支地方队
的视频对抗赛，这也是疫情
期间国家射击队举行的第二
场“云比赛”。此次比赛较
前一场加入了更多科技元
素，观众通过屏幕就可以看
到运动员的心率变化，直观
体会这些顶尖枪手的紧张和
淡定。

经过两天的角逐，国家
队的姜冉馨、张博文、林俊
敏、王泽儒和杨皓然分别在
各自的项目中夺冠，其中姜
冉馨和杨皓然是连续在视频

对抗赛中夺冠。
据国家射击队手枪队领

队金泳德介绍，本次比赛有
两名奥运冠军参与，水平较
高。男女气手枪、男子速射
三个项目的资格赛中都有运
动员打出了国际高水平的成
绩。在决赛中，男子气手枪
的张博文打出 246.2环的好
成绩，距离世界纪录仅相差
0.3环。

金泳德表示：“通过这
场比赛，给运动员建立了较
强的信心，也使我们在备战
奥运的工作中更加坚定。”

对于东京奥运会推迟一
年举行，他表示，虽然奥运

会推迟了，队伍还需保持良
好的状态，并针对新的形势
做好新的计划，力争以饱满
的情绪投入到后续备战工作
中。

步枪方面，领队王炼指
出，目前队伍处在一个状态
和训练周期的调整阶段，队
员普遍比较疲劳，本次比赛
主要是检验队员自我调动投
入比赛的能力，比赛形式也
很新鲜，效果不错。

本次比赛转播在前一次
多点异地“云直播”的基础
上，增加了对运动员生理状
况实时监测的展示。北京体
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体育赛事制作与转播实
验室主任李岭涛表示，观众
的需求在不断地细化和多样
化，他们对于体育赛事转播
正由单纯关注赛事本身向更
宽广的内涵和外延拓展，很
多看似与赛事本身无关的内
容可能比赛事本身还能引起
观众的兴趣。这次尝试丰富
了赛事转播内容，有助于提
高比赛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据介绍，为期两天的比
赛由北体传媒联合山东、河
南、西安等地的广播电视台
提供技术支持，在多个网络
平台播出，全网总观看人数
超过300万。

据新华社慕尼黑4月1日电 拜
仁慕尼黑俱乐部 1日表示对在疫情期
间未通知俱乐部私自外出的后卫博阿
滕处以罚款，罚款将捐赠给医院。

拜仁在声明中称：“在未获得俱
乐部许可的情况下，博阿滕私自外出
的行为违反了疫情期间巴伐利亚州政
府的限制要求和当地卫生部门的建
议，因此决定对博阿滕处以罚款，并
将这笔罚款捐赠给慕尼黑当地医院。”

博阿滕私自外出
被罚款

国家射击队再办视频对抗赛在线“玩心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