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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河南建业队球员罗歆（右四）进球后庆祝。当
日，在 2020赛季中超第 18轮比赛中，河南建业队以 3∶2战胜
广州富力队，晋级第九名争夺赛。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刘斐）10
月31日上午，2020环鄱阳湖
自行车精英赛第六站比赛在
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胜区正
式开赛。300余名自行车好
手参加了本站比赛。

仙女湖畔曲折多弯的环
湖路，对选手们来说是一个
考验。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来自速盟 SuperTen 车队的
范伟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冠
军；IGPSPORT 中国车队的
蔡正卿夺得男子山地精英组
冠军；路客车队张金根夺得
男子山地大师组冠军。在女
子组的较量中,景德镇市自
行车运动协会祺洋航车队选
手王祥梅继续蝉联冠军。

很多联赛、俱乐部再次陷入生存危机

德国疫情纾困政策能否“救体坛于水火”

环鄱精英赛仙女湖站结束

秋冬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德国体
坛苦不堪言。11月 2日，德国将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第二轮限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封
锁令。很多联赛、俱乐部再次陷入生存危
机，在不少业者看来，这次比春天第一轮
封锁时还要致命。

好消息是，包括德甲在内的足球、篮
球、排球、手球、冰球等职业联赛没有遭遇
二次停摆命运。坏消息是，所有比赛必须
空场进行，“观众禁令”在全国范围内暂行
一个月。健身房、游泳池等公共体育设施
关闭，业余俱乐部暂停营业，业余联赛全
部停赛。

职业联赛保住了，但收入减少的态势
没有缓解。虽然德国足球职业联盟首席
执行官赛弗特对本赛季德甲恢复球迷入
场和门票收入表示乐观，但他同时提醒各
俱乐部要注意勤俭度日，减少支出。

与德甲有着稳定电视直播和赞助商
收入不同，其他联赛和俱乐部如果没有现
场观众支持，日子将非常难过，甚至失去
比赛动力。法兰克福航班篮球俱乐部建
议，原计划 11月 6日启动的篮球联赛干脆
推迟一个月再说。他们认为只有在有观
众、至少允许一部分观众进场的情况下，
联赛才有意义。被迫停摆的业余联赛和

俱乐部面临的情况更艰难。
德国政府在出台限制措施的同时，也

宣布一系列旨在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的纾困计划。德国体育产业能从中收获
多少有效帮助呢？

记者梳理发现，对体育协会和俱乐部
来说，可以申请两类援助，一是德国联邦
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主导的针对
所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的公司、机
构、协会和个人的资助计划。二是德国联
邦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行管局”）主导
的专门针对疫情期间体育产业的援助金。

财政部纾困金分三种：第一是特别经
济援助，即向因疫情不得不在11月停业的
市场主体提供短期和具有针对性的资金
支持，总额高达 100亿欧元。雇员不超过
50人的小微企业可获得一次性补偿，补偿
额度最高为该公司 2019年 11月单月营业
额的 75%。对于 2019年 11 月后成立的新
公司，补偿额度参考公司今年 10月数据。
对于50人以上的公司，补偿金额有不同参
考标准。公司此前申请的短工津贴和过
桥补贴要从援助金额中扣除。

第二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过渡性补
贴。第三是快速贷款。不超过 10名员工
的小微公司可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申请

快速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达 30万欧元，具
体数额参考 2019年营业情况。银行对这
类贷款不做信用风险评估，联邦政府承担
全部风险。

从针对性上看，业余体育、社区体育
等小型机构可从财政部渠道获得资助。
对于职业体育，德国联邦议院 7月通过一
项特别援助计划。每个俱乐部可获得最
高 80 万欧元作为球票收入损失的补偿。
这项计划总额达2亿欧元。申请截止日期
原本是10月31日，现在可延至11月11日。

截至 10月 31日，行管局已收到 245份
申请，申请金额超过 5800万欧元，其中 80
分申请已经批准，发放金额超过1900万欧
元。行管局无法预测最终会收到多少份
申请，但数量上升趋势愈发明显。

具有申请资质的机构包括：在奥运、
非奥或残奥项目三级联赛中至少有一支
队伍，参与职业或半职业赛事的俱乐部
（公司）；在奥运、非奥或残奥项目至少有
一支队伍参与职业或半职业赛事，或定期
举办至少一个奥运、非奥或残奥项目赛事
的体育协会。德甲、德乙两级足球联赛的
俱乐部不在援助范围内，但女足联赛俱乐
部可以申请。

申请机构须符合以下条件：经济损失

在2500欧元以上；全职雇员不超过249人；
具备参与三级联赛的资格。申请机构要
削减开支，但自经费批准后至今年年底不
得裁员，且不能出现财务问题。申请机构
须委托税务咨询机构、法律顾问或会计师
事务所来提交申请。

德国篮球职业联赛总经理霍尔茨表
示，大多数篮球俱乐部都会申请资金援
助。德国男、女排联赛22家俱乐部中19家
都申请援助，申请总额在150万欧元到200
万欧元之间。赛季结束后，相关部门会审
核有没有过度补偿。德国手球职业联赛
总经理博曼认为，俱乐部要利用好纾困政
策，申请援助没有坏处，不存在风险。

博曼说：“我们必须要思考接下来该
怎么办。让每个人都躲在房间里不是长
期解决办法。联盟积蓄已经用光，现在必
须管控花销。问题是，运动员们已经降
薪，我们不敢做得更过分。形势非常紧
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也许我们会失去
某些俱乐部。”

北威州体育协会主席尼森在接受《法
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体育界遭受疫情
严重打击，经济损失只是困境的一方面，丢
失承诺、慢慢消磨掉体育精神才是更令人
担忧的事。 （新华社柏林10月31日电）

世界冠军“接地气”羽球运动得福利
多位世界冠军参赛，多平台现场直

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诸多国际羽毛
球赛事或被推迟或取消，2020全国羽毛球
锦标赛则享受着以往难以拥有的高规格

“待遇”。
世界冠军们“接地气”参加全锦赛，其

实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国家队成员
们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更有针对性地进
入冬训，为明年东京奥运会做充分准备；各
省区市代表队的小球员们与师哥、师姐们
并肩作战，技术和心理层面获益良多；更重
要的是，羽毛球运动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和
曝光度，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进程又往前
跨越了一步。

里约奥运会男单冠军谌龙，在此之前
已有八年没参加过全国锦标赛。这次回
来，他每天都要和队友们一起参加赛前球

队的会议，结合已经出炉的对阵名单，给年
轻队友们出谋划策。比赛开始前，他还会
叫上队友共同热身，并在热身时不时地与
年轻人开着玩笑。

也许正是在老大哥的帮助下，翁泓阳
从小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中，个人三场球
取得全胜。就连队里的“00 后”球员吴凯
安，也在面对国手黄宇翔时有诸多亮眼表
现。

谌龙参赛不仅能带动队友，而且也能
帮助鲜有参加大赛机会的年轻对手。男团
四分之一决赛中担任浙江一队一号男单的
任朋嶓，先赢后输，以局分 1∶2不敌谌龙。
赛后，他一回到球员休息区就瘫坐在地上，
大汗淋漓地喘着。不时有正在热身的其他
球队年轻球员从他身旁走过，拍拍他的肩
膀，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任朋嶓面对奥运

冠军拼下一局的祝贺与肯定。
“跟龙哥这样的选手打，一方面是场上

就全力发挥，更重要的就是场下复盘整场
比赛，回想自己的不足。因为跟他打球，你
的缺点会放得很大，他会盯着你的缺点去
针对你，去限制你，你差在哪里，需要在哪
里补充、提高，就很明确了。”任朋嶓说。

如果说单打高手只能在场下指导年轻
队友的话，那么双打世界冠军则可以在全
锦赛上与年轻人并肩作战。在浙江女队，
世界冠军黄雅琼就在女团小组赛中和队友
吕柔皓合作，以 2∶0击败了北京队的王汀
戈/曹彤威。赛后，黄雅琼也向记者表述了
对于和年轻人合作的别样感受。

“我们的小朋友可能跟我配合有点紧
张吧，我觉得她还是思想上的问题，跟我配
就没有那么放得开，没有发挥出训练时候

的水平，我还是想尽可能帮助她调整这种
紧张的情绪吧。”黄雅琼说，“场下我会更多
和年轻球员们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玩游
戏，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好地融合成
整体。”

虽然本次全锦赛是空场比赛，但通过
电视和网络媒体转播，仍然使赛事获得了
相当可观的关注度和曝光率。全锦赛来到
陕西宝鸡，也为即将在明年承办全运会、残
特奥会等赛事的这座城市积累了办赛经
验，营造了浓厚的全运氛围。

总而言之，运动员、志愿者、工作人员、
技术人员、裁判员和媒体同行们同心聚力，
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际为大家
呈现出一场经典的羽球盛事。羽毛球全锦
赛影响力的内涵和外延，实际已远远超过
赛事本身。 （新华社西安11月1日电）

向
幸
福
奔
跑

11月1日，1960名跑友从万年老
县政府原址跑到新县政府广场，一路
朝着幸福奔跑。

当日，“2020千里跑赣鄱——庆
祝万年县城迁建60周年”欢乐跑活动
在万年县陈营镇举行。据了解，此次
长跑比赛设置3.5公里庆典跑、19.8
公里腾飞跑、2公里方阵跑三个组别。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秋蟹肥美时，云南再当
全国“首吃螃蟹者”，继去年
底率先喊出“中考体育 100
分”后，实施方案的听证会
也在近期举行，这项措施的

“落地”又进了一步。
方案的细则是相对科学

的。比如，体育分不再是初三
一考定乾坤，而是三年六考算
总分。体育成绩也不再是只
考体能，而是要考体质、体能、
技能与竞赛。方案甚至考虑
到了学生个体差异……

教育部门的态度是认真
的。为了让方案出台，云南
用时近一年，开展调研和测
试……

家长的心情是可以理
解的。毕竟中考体育之变，
将从简单到复杂，从“一锤
子 买 卖 ”到 三 年“ 分 期 付
款”，从只考一项到必考四
项。究竟是“减负”，还是

“增负”？孩子要不要上体
育补习班？如何保证考试

“三公”？……一系列问题、
所有的焦虑，都将为日后方
案的完善破题。

大厦并非一日建成。“体
育 100分”是新生事物，应该

允许它的“新”和“不完美”，
请理解它的“初衷”与“用
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任何一个家长对此都不
会反对。毕竟，中国青少年
的身体素质到了一个必须重
视的时候了：“小胖墩”为数
不少，“小眼镜”超1亿……

反而，在其“变”和“修
改”上，组织者需要以科学、
谨慎、细致的态度来实施，
并及时对方案进行调整。
若简单粗暴地一刀切，就可
能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长远看，热爱体育、增
强 体 质 将 让 孩 子 受 益 终
生。考试很重要，但考试并
非学习努力的唯一目的。
健全人格，首在体育。健康
是 1，幸福全系于 1 的稳固，
而得 1，需要的是持之以恒
的体育锻炼，这也是“体育
100分”想送给孩子的礼物。

当有一天，孩子真的能
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运动技
能真的能伴随孩子终生，体育
100分的“指挥棒”或将完成
使命，从父辈喊到吾辈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或将
实现。 （据新华社昆明电）

10月31日，巴塞罗那队球员梅西（左）在比赛中与阿拉维
斯队球员若塔拼抢。当日，在 2020-2021赛季西甲第八轮比
赛中，巴塞罗那队客场以1∶1战平阿拉维斯队。 新华社发

11月 1日，上海久事队球员弗雷戴特（前左二）在比赛中
突破上篮。当日，在2020-2021赛季CBA第一阶段第七轮比
赛中，上海久事队以91∶93不敌深圳马可波罗队。 新华社发

中国式摔跤锦标赛 赣女将摘金
本报讯（记者刘斐）10

月28日，2020年全国中国式
摔跤锦标赛第二个比赛日，省
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的中国
式摔跤运动员郝琴，勇夺女子
70公斤级项目冠军。

据悉，本次赛事是今年
以来中国式摔跤的第一次全
国性赛事。在女子 70 公斤

级的比拼中，郝琴在第一轮
比赛对战山西队李冰冰，轻
松胜出。在决赛中，郝琴对
阵来自山东队的韩骏潇，在
经历上半场被判犯规并落后
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郝琴
稳扎稳打，凭借过硬的基本
功扭转局势，最终以 4∶2 反
败为胜获得金牌。

中考体育100分将“落地”？
请予“首吃螃蟹者”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