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四共有 2 场比赛被列入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彩项目，包括
巴甲和墨超。

周四 001 巴甲 16 日 07:00
弗拉门戈 VS 布拉干蒂诺 RB
北京时间本周三凌晨，弗拉门

戈刚刚在一场巴甲比赛中主场 2
比 1 击败戈亚斯，各项赛事取得了
5连胜，而且这 5场比赛都是在北
京时间的 10 月份完成，也就是说，
在短短的 14 天时间里，弗拉门戈
已经踢了 5场比赛，16日早上这场
则是第 6场，这样的比赛强度对球
队的体能是个很大的考验。目前弗
拉门戈暂列积分榜第二名，但积分
和榜首的米罗内竞技相同，仅以净
胜球的劣势位居第二名。
升班马布拉干蒂诺RB近期状

态糟糕，上一轮 1 比 2 不敌戈亚尼
亚竞技，遭遇两连败。本赛季客场更
是 4 平 3 负未尝胜绩，目前在积分
榜上位列倒数第二名，状态和实力
都没法和弗拉门戈相提并论。

竞彩让球推荐：
弗拉门戈 VS 布拉干蒂诺 RB 胜

周四 002 墨超 16 日 10:00
圣路易斯 VS 克雷塔罗
圣路易斯在本赛季的墨超联赛

中表现非常糟糕，上一轮 0比 3惨
败给老虎大学后，已经遭遇了四连
败，在这4场比赛中只打入 1球，而
且近 9轮联赛的成绩是 1 胜 8 负，
目前在积分榜上垫底。圣路易斯的
主场成绩也较差，本赛季1胜 2平 4
负，也是墨超主场积分垫底的球队。

克雷塔罗排在倒数第四，上一
轮他们 1 比 2 不敌蒙特雷后，近 4
轮联赛的成绩是 3 负 1 平，而且克
雷塔罗本赛季的客场成绩是 2 平
5 负未尝胜绩。
竞彩胜平负推荐：
圣路易斯 VS 克雷塔罗 平/负

新华社苏州 10 月 14 日电

2020 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将于
16日在苏州和大连赛区重燃战火。
日前 16 支球队已全部进入赛区，
所有入驻蓝区人员的核酸检测结果
全部阴性，其中青岛黄海青港在抵
达大连后先后进行了两次检测，结
果全部阴性。

随着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结束，
16支中超俱乐部暂别赛场，进入到
短暂休赛期，中国足协及苏州、大连
赛区组委会则马不停蹄投入到第二
阶段备赛中，对防疫、交通、安保、场

馆以及票务、开放看台计划等多方
面事宜展开工作。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球迷、满足球

迷们现场观赛的需求，在第一阶段成
功开放看台经验及防疫专家指导下，
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将继续以严抓疫
情防控为前提，有限增大开放规模，
安全、有序组织球迷入场观赛。
其中，苏州赛区拟计划开放所

有比赛场次，同时进一步扩大观赛
规模；大连赛区拟计划开放大连体
育中心体育场、大连金州体育场两
座球场的比赛场次，每座球场的开
放容量扩大至 3000 个座位。

新华社柏林 10 月 13 日电

综合德国当地媒体 13 日报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在德国反弹，
德国足球职业联盟（DFL，以下简称
“联盟”）正在考虑是否针对德甲赛事
转播团队增加限制措施。
《踢球者》杂志首先对此进行报

道说，德甲可能针对摄像、记者和技术
人员采取更多限制措施。德新社随后
跟进报道说，联盟正在寻找切实可行
的办法降低球场感染新冠肺炎的风

险。除了现有正在执行的防疫规定外，
可能还会针对来自“高风险地区”人
员增加额外约束条款，比如必须从始
至终佩戴口罩，严格执行相关防疫事
项等等。

在“高风险地区”的赛事组织也
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进入内场的人
员规模会进一步压缩，随队工作人员、
医务人员、场边球童、草坪护理工等人
员都会减少。
德甲最大转播商天空电视频道总

部位于慕尼黑，德国公共广播联盟

（ARD，以下简称“德广联”）的《体育
纵览》节目在科隆制作。这两个地方
13日的近 7天每 10万人新增感染病
例都在 50 以上。按照联盟新版防疫
手册的规定，这一数值达到或超过
35，该地区则被列为“高风险地区”。
德广联体育协调人阿克塞尔接受

《图片报》采访时表示，该机构的电视
评论员可能就不去现场了，而是留在
演播室解说比赛。“只要直播团队有
信号过来，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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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溯源有点难

在葡萄牙国家队期间，C 罗确诊
前全队共接受了 6 次新冠病毒检测，
C罗在前 5 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
也让人对其感染的具体日期和途径产
生了疑问，尤其是他感染病毒后密切
接触的人员。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 10 月 3

日，由于 C罗所在的尤文图斯俱乐部
发现 2名员工确诊，该俱乐部所有球
员和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接受隔离，直
至卫生部门批准才能离开。但 C罗急
于返回葡萄牙国家队，因此违反了当
地防疫规定擅自离开隔离酒店。
10月 6日，葡萄牙国家队后卫若

泽·冯特确诊感染新冠病毒。10 月 9
日，葡萄牙国家队球员安东尼·洛佩斯
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两名国脚在确诊
后都即刻退出了国家队接受隔离治
疗。国家队比赛期间，C罗所在的葡萄
牙队先后与西班牙、法国交手，他与拉
莫斯、姆巴佩等球星合影。确诊前一
天，C罗还与他的队友在没有佩戴口
罩和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聚餐。

葡萄牙国家队全体队员在 C 罗
确认感染后，随即也都进行了新冠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梅罗大战恐告吹

C 罗铁定无缘葡萄牙与瑞典于
10月 14日举行的欧国联比赛，而按
照规定，一名球员的新冠检测结果转
阴至少七天后，才能参加欧足联赛事。

尤文图斯的首场欧冠联赛将于
10月 20日开始，对手是基辅迪纳摩；
8天后，球队将在主场对阵巴塞罗那。
这意味着，如果 C罗想赶上与梅西在
欧冠赛场上的面对面交锋，就必须在
10月 21日前康复。

作为世界足坛巨星之一，C 罗的
影响力不仅仅是在足球领域。C 罗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公布后，尤文
图斯俱乐部的股价在短时间内暴跌了
6.9%，跌落至 6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除了 C罗外，伊布、姆巴佩、内马
尔等足坛球星们此前也曾感染新冠病
毒。随着欧洲第二波疫情爆发，C罗的
确诊恐怕还将会引起未来国际赛事能
否顺利举办的讨论。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开始自我隔离

与梅西的欧冠对决
C罗这回能否赶上

晨报记者 吴文俊

当地时间 10 月 13 日，葡萄
牙足协官方发布消息，队内的头
号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 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新
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属于无症状
感染者，已在位于里斯本近郊的
国家足球训练基地酒店开始自

我隔离。足坛巨星的感染轰动体
坛，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些疑问：C
罗是如何感染病毒的？尤文的欧
冠之路会受到影响吗？

公益体彩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中国
篮协小篮球媒体沙龙”活动 14 日
在北京举办，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
明表示，希望通过小篮球的推广扩
大篮球金字塔最底层的力量。

小篮球是一项使用小型篮球的
儿童体育活动，篮球、篮筐、场地、规
则均按照儿童身体发育的特点而设
计。2017年，中国篮协针对 12岁以
下孩子推出了《小篮球规则》，宗旨
是从激发孩子的兴趣入手，秉持删繁
就简、通俗易懂和遵循篮球发展规律
的原则，改变成人比赛的规则以适合
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规律。2019年，中
国小篮球联赛参与球队为 24862
支，参与球员超过18万人。

姚明表示：“对中国篮协来说，
我们希望扩大篮球金字塔最底层的
力量，把（参与篮球运动的）入口扩
大，也有利于这项运动未来的发展。
我们关注的是篮球这项运动对孩子

的正向引导，让孩子们从训练中获
得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有利于孩子
未来的发展，首先的目的还是扩大
人口，扩大参与的人群。”
中国篮协小篮球课题组向媒体

介绍了由中国篮球协会、中国中学
生体育协会组织编著的《小篮球教
练员指导手册（3-6 岁）》《小篮球
教练员指导手册（7-12 岁）》。这
两本指导手册对小篮球发展方向、
训练理论、教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
梳理。在编写过程中，小篮球课题组
借鉴了国际上小篮球运动发展较好
的国家和地区的宝贵经验，归纳总
结了当前先进的幼儿、少儿训练理
论与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
小篮球的教学训练进行了说明。
对于指导手册的意义，姚明表

示：“我们希望家长（看完指导手
册）回去就能成为教练，爷爷、奶奶
也能成为教练，就是降低门槛，只有
降低门槛，才能使我们的目标人群
变得非常大。”

● 中超 16支球队进入赛区

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阴性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

希望扩大篮球金字塔最底层的力量

弗拉门戈冲击 6连胜

德媒：德甲或对转播团队增加限制措施

▲

C 罗要缺席一段时间，尤文需
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华社

多位足坛巨星接连被新冠“盯上”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