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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意大利足坛最炙手可热的前锋是谁？答案应
该是弗拉霍维奇，佛罗伦萨的那位年轻中锋。本轮意
甲联赛，这位塞尔维亚前锋再次为球队建功，帮助“紫
百合”2比 2战平萨索洛，而这已经是他连续第 6场意甲
联赛破门。在即将结束的 2021 年，他已经打进了 33
球，追平了C罗在意甲创造的纪录。

出生于 2000年的弗拉霍维奇出自贝尔格莱德游击
队青训，身高达到 1米 90，标准的中锋身材。2018年夏
天，当时只有 18岁多的弗拉霍维奇来到了佛罗伦萨，开
始自己的意甲之旅。

和很多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一样，弗拉霍维奇并不
是很快就成为球队主力，甚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
都是在U19梯队效力的。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上个
赛季，这位年轻人迎来了大爆发，为球队出战的 38场各
项赛事中，他打进了 21个进球。本赛季至今，他一共登
场 20次，进球 18个，用实力演绎了什么叫“高效”。

虽然还不满 22周岁，但弗拉霍维奇已经成为欧洲
最炙手可热的中锋，被称为“新巴蒂”的他已经被包括
曼城、阿森纳、尤文图斯在内的众豪门盯上。据英国媒
体称，阿森纳已经为他报价 8000万欧元。但问题是，佛
罗伦萨会轻易地将这块瑰宝出让吗？ 张昆龙

北京时间 12月 21日消息，中
国篮协发布《中国篮球运动发展
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篮球人口约
1.25 亿，篮球是集体球类第一运
动，篮球培训市场规模在千亿水
平。

报告显示，1.25亿一般篮球人

口中，7610 万为核心篮球运动人
口，超过 FIBA世界排名第二名西
班牙（约 4700 万人）、第三名澳大
利亚（约 2600 万人）、第四名斯洛
文尼亚（约 210万人），我国核心篮
球运动人口相当于三个国家全国
人口的总和，也几乎三倍于美国

篮球人口（2340万）。
篮球是集体球类第一运动，

74.9%的公众选择篮球作为主要
体育技能，93.6%的家长为子女
选择篮球，96.6%的青少年认为
打篮球是自己的选择。在 3 岁至
17 岁的家庭中，48.1%的父母带

过孩子打篮球，61.1%的父母带
孩子看过篮球比赛转播，41.3%
的父母现场带孩子看过篮球赛。

篮球运动在中国城市、城镇和
农村的城乡分布差异不明显，有
76.3%的公众认为打篮球可以让身
体更健康，有 65%的公众认为打篮

球让自己更开心。
青少年选择打篮球的原因，超

过了升学、出国、找工作等功利取
向动机，排名前三的原因分别是：
学习一项体育技能、强身健体和
自身喜欢。

据腾讯新闻客户端

中国篮协发布《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

中国篮球人口达1.25亿

新华社马德里12月20日电（谢宇智）西班牙网球
名将纳达尔 20日宣布，自己在从阿联酋返回西班牙时
被检测出感染新冠。

纳达尔当日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公布了这一
消息。他透露，在结束阿布扎比表演赛回西班牙时，他
的入境PCR检测结果为阳性。他说：“现在我在家接受
隔离，并已经将这一结果告知了那些与我有过接触的
人。”而据西班牙媒体《马卡报》透露，今年上半年，纳达
尔作为原计划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选手曾接种过辉瑞公
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2021年对于纳达尔来说是星光黯淡的一年。他在
年初的澳网上仅打入八强，法网则止步四强，此外他还
因伤错过了温网、美网和奥运会。今年 8月，纳达尔宣
布退出 2021年余下的所有赛事。直到上周五，他才出
现在阿布扎比举行的一场表演赛上。

原本纳达尔计划在 1月 4日开始的 2022墨尔本夏
季赛上正式复出，为即将到来的澳网进行热身，但如今
感染新冠打乱了他备战澳网的计划。他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我将以灵活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程，并根据我
的康复进展来分析我面前的可能性。”

新华社伦敦12月20日电（记者张薇）英超 20日公
布的单周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中，新增阳性病例再创新
高，达到 90例。不过，英超方面强调俱乐部一致决定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联赛不会停摆。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英超每周对 20家俱乐部的球
员及工作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其中 12月 6日-12日
的 3805次检测收到史无前例的 42个新阳性结果，迫使
英超宣布将防疫措施提升至紧急级别，除了要求各俱
乐部执行室内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尽量缩短治疗时
间等措施，集体检测也由之前的每周两次快筛检测、如
阳性再核酸检测改为每日都进行快筛检测，另外一周
还有两次核酸检测。

英超 20日透露，他们在 12月 13-19日总共开展了
12345次测试，结果确认了 90个新的阳性结果。即便如
此，各俱乐部在当日开会讨论后还是一致决定在能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继续赛程。

纳达尔感染新冠

复出计划受阻

单周新增90例新冠阳性

英超硬扛不停摆

打进33球追平C罗纪录

“紫百合”有了“新巴蒂”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世界
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21 日宣
布，“WTT 澳门冠军赛 2021 中国之
星”将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3 日在
澳门塔石体育馆举行。中国队参加
了东京奥运会的七位运动员将集体
出战本次赛事。

WTT 表示，该赛事为 2021 年
WTT系列赛事中最重要的一项。由
于疫情防控的原因，中国队以外的很
多球员参赛非常困难，但WTT仍然
坚持举办，并将赛事安排在 2022年的

开端，以回馈澳门对WTT的支持。
中国队阵容包括马龙、许昕、樊

振东、陈梦、孙颖莎、王曼昱、刘诗雯
七位东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以及王
楚钦、梁靖崑等队员。中国香港队的
杜凯琹、何钧杰，荷兰的李洁，波兰的
李倩以及中国澳门的张子澄、张子浚
也将参与该赛事。

马龙表示，2020 年 3 月，中国队
曾经在澳门集训过一段时间；去年年
底，澳门举办了首个WTT赛事，选手
们深深感受到了澳门人民对乒乓球

的热情和支持；现在WTT即将重返
塔石体育馆，期待这次高质量、高对
抗的赛事能够为澳门人民带来一场
乒乓球的盛宴。“从我个人的角度，东
京奥运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整，现在是时候重返我热爱的乒乓球
赛场，为喜爱我的球迷们奉献一场精
彩的比赛了。”马龙说。

“WTT 澳门冠军赛 2021 中国之
星”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及混合
双打三个比赛项目，男单 32名、女单
32名、混双 16对运动员参赛。

当地时间 20日，国际足联召开最
新一届全球峰会。本次会议的讨论
重点依旧是男足世界杯的改革。根
据国际足联披露的数据，如果世界杯
改为两年一届，收入将会有 44亿美元
的增幅。

在国际足联大会上，国际足联向
各协会呈现了新版世界杯的方案。
从 2026年的世界杯，也就是美国、加
拿大、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开始，世
界杯或将改为两年一届，从这届开始

的每届世界杯，都将增加到 48支球队
参加，并分为 16个小组，每小组 3支
球队。

与此同时，世界杯的预选赛不会
如当前这般分散，而是会集中在一个
月内统一进行完全部赛程。这个时
间可能是比赛前一年的 3月或 10月，
但也不排除把预选赛分为两部分进
行的可能。

根据国际足联的推测，世界杯改
制后，相应的收入将会有 44亿美元的

巨大增幅。国际足联会拿出 35亿用
于全球足球的发展，而世界杯更频
繁、更大规模的举办，也能提供超过
200万个工作岗位。而如果每两年一
次世界杯的提案能得到各大洲足联
批准，国际足联将向每个大洲足联下
发 16亿美元。

据外媒报道，世界杯是否将迎来
变革，并没有在这次大会上得到结
论，而是需要等到 2022年 3月再进行
投票。 中 新

国际足联重点讨论男足世界杯改制

召开全球峰会

“WTT澳门冠军赛2021中国之星”

国乒奥运阵容将全员出战

12月 22日下午上海盛丽足球俱
乐部宣布，与法国夏朗德苏瓦奥俱乐
部达成转会协议，队员杨淑慧转会加
盟夏朗德苏瓦奥女足队。这也是今
年上海女足第 3名留洋队员，此前唐
佳丽租借加盟英超热刺女足，沈梦雨
转会加盟苏超凯尔特人女足。

杨淑慧出生于 2000 年 10 月 28
日，场上司职边后卫，她 11岁起进入
上海川沙中学北校开启足球之路，12
岁被选拔进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2015年、2017年代表上海女足青年队
参加第一届青运会U16组别、第十三
届全运会 U18 组别比赛，并夺得冠

军。
2017年底，杨淑慧进入上海盛丽

足球俱乐部一线队，自 2018年起随队
征战女超联赛，并获得 2019年联赛、
足协杯亚军，2020 年联赛季军，2021
年全运会成年组、锦标赛亚军、联赛
季军。 李元春

女足又一队员留洋

杨淑慧加盟法国夏朗德苏瓦奥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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