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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 拒絕種族歧視
國際體壇引發抗議浪潮

新華社華盛頓6月1日電 美國明尼蘇達

州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男子喬治·弗

洛伊德死亡，由此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連日

來在全美持續蔓延。隨著事態影響的不斷升

級，弗洛伊德之死在國際體壇也引發連鎖反

應，不同職業體育領域的知名運動員紛紛發

聲，用行動聲援美國民眾反對種族歧視的訴

求。

前拳王梅威瑟要為弗洛伊德支付喪葬費用
據美國媒體1日報道，已經退役的美國職

業拳擊運動員梅威瑟與喬治·弗洛伊德的家人

取得了聯繫，提出希望支付弗洛伊德的葬禮

以及相關紀念活動的所有費用。

隨後梅威瑟團隊負責人埃勒布確認了該

報道的真實性，並且表示弗洛伊德的家人目

前也已接受了梅威瑟的善意。梅威瑟將支付

在弗洛伊德的家鄉休斯敦舉行的葬禮以及在

美國多地為其舉行的紀念活動的費用。

46歲的弗洛伊德5月25日在明尼蘇達州

明尼阿波利斯市被4名執法警察逮捕，並被按

在地上，其中白人警察德雷克·肖萬用膝蓋長

時間壓迫弗洛伊德的頸部，弗洛伊德神情痛

苦、聲音嘶啞，屢次懇求說自己無法呼吸，

直到陷入昏迷，後被送往醫院後不治身亡。

NBA球員特雷·楊參加和平抗議
NBA亞特蘭大老鷹隊球星特雷·楊1日在

他的家鄉俄克拉荷馬州參加了一場反對種族

歧視和警察暴力執法的和平抗議，他高舉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牌並在有數百人

參與的抗議現場發言。

「我知道這個國家現在一片混亂，現在

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團結一致，為我們所認為

正確的事情挺身而出。」楊說，「這件事不

僅需要你我的參與，也需要所有人團結在一

起，凝聚成一個整體。」

楊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喜歡對社會問題公

開表達想法的人，他感謝妹妹凱特琳鼓勵自

己勇敢站出來。

「這不是我經常會做的事情。」楊說，

「但我覺得這麼做是有必要的，這不僅關乎

我自己，我覺得這是向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

大步。」

此前，包括勒布朗·詹姆斯在內的多位

NBA球員通過社交媒體積極發聲，反對種族

歧視，聲援美國各地的抗議活動。美職籃前

巨星喬丹也在5月31日發表聲明稱，「弗洛伊

德之死讓我感到非常悲傷，也非常憤怒。我

能感受到每一個人的哀傷、憤慨與失望。那

些反對種族歧視頑疾的人們，我與你們站在

一起。那些針對有色人種的暴力行徑，我深

惡痛絕。我們真是受夠了！」

德甲賽場見證聲援浪潮
對于弗洛伊德的紀念和聲援並沒有局限

于美國國內。在上週末的德甲聯賽第29輪比

賽中，多位球員用不同的方式發出了自己的

聲音。

效力于沙爾克04隊的美國黑人球員麥肯

尼在5月30日的比賽中，在左臂佩戴了寫有

「為喬治伸張正義」字樣的袖標。5月31日，

門興格拉德巴赫隊的法國前鋒圖拉在進球之

後單膝跪地緬懷弗洛伊德。隨後進行的多特

蒙德6:1大勝帕德博恩隊的比賽中，多特蒙德

隊的英格蘭邊鋒桑喬和摩洛哥球員哈基米都

在進球後展示了球衣下的T恤，上面同樣寫著

「為喬治伸張正義」。桑喬還為此吃到了一

張黃牌。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足協1日表示考慮

對上述四名球員的做法進行處罰，因為他們

的行為涉嫌違反了聯賽禁止球員在場上展示

「政治性標語」的規定。不過據美聯社報

道，國際足聯在一份聲明中希望德甲方面在

適用競賽規則時，「要運用常識，並考慮事

件的背景」，暗示不要對聲援弗洛伊德的球

員進行處罰。

漢密爾頓怒批F1冷漠失聲
幾天來，弗洛伊德的不幸遭遇引發全世

界關注，很多體壇明星紛紛聲援。不過F1車

壇卻是一片沉寂。F1冠軍漢密爾頓1日成為第

一個挺身而出的車手，他不但抗議了弗洛伊

德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還抨擊了整個F1對于

該事件的集體失聲。

「我看到你們都保持著沉默，你們其中

很多人都是巨星，但面對這樣的不公你們仍

然保持沉默。」作為F1歷史上首位黑人總冠

軍的漢密爾頓在社交媒體上寫道，「在我所

處的這項白人占主導地位的運動裡，沒有人

有任何的表示，我是其中唯一的有色人種，

我在孤軍奮戰。」

在漢密爾頓率先發聲之後，多位F1車手

先後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反對種族歧視的態

度。

雷諾車隊的澳大利亞車手裡卡多稱「種

族歧視是一種毒藥」。法拉利車手勒克萊爾

也表示，之前不願在社交媒體上表達自己的

觀點，但這樣做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對抗

種族歧視，需要的是行動，而不是沉默」。

傳NBA聯盟計劃
邀請22隊參加複賽 
本周完善重啟細節 
搜狐體育北京時間6月2日消息，來自

美媒體的報道稱，消息靈通人士透露，聯

盟正朝著邀請22支球隊參加重啟賽季的計

劃邁進。

消息源稱，聯盟的計劃是邀請22支球

隊參加複賽，也就是舉行資格錦標賽爭奪

東西部前8席位。

有消息指出，聯盟還考慮過另外三

種複賽方案，目前排名前16的球隊直接打

季後賽、20支球隊分組舉行杯賽首輪，以

及30支球隊全部參加複賽。

當地時間上週五的董事會上，NBA

總裁亞當-蕭華提交了複賽方案。據悉，

本週五董事會將就複賽方案進行投票表

決。

聯盟規定，只有在3/4及以上球隊同

意的情況下，複賽計劃才算通過。站在聯

盟、球員工會和董事會的角度，各方都支

持NBA複賽。

現階段，聯盟正努力在本周完成22支

球隊齊聚奧蘭多迪士尼樂園複賽計劃的細

節，然後賽季預計在7月底之前重啟。

這22支球隊包括目前在季後賽行列的

16支球隊，另外6支球隊分別是鵜鶘隊、

開拓者隊、國王隊、馬刺隊、太陽隊，以

及奇才隊。

自NBA于3月12日宣佈暫停以來，至

今已休戰超過兩個月。目前，新冠病毒仍

在美國肆虐。

杜塞爾多夫乒賽空場舉行 
波爾兩連勝晉級準決賽 

搜狐體育訊:在經歷了漫長時間的等

待之後，德國名將波爾終于迎來了屬於自

己的比賽。在當地時間6月1日舉行的杜塞

爾多夫大師賽上，波爾3-1（11-5、7-11、

11-5和11-9）擊敗安東-卡爾貝格，晉級準

決賽。

「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進行比賽真

是讓人感到奇怪，但很高興能夠獲得真

正實戰的機會，我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滿

意，」波爾在之前16進8的比賽結束後對

記者說。當時這位德國乒壇旗幟性人物

11-4、11-5和11-7直落三局，輕鬆戰勝基

裡爾-法德耶夫。今天杜塞爾大師賽將展

開另外三場八強賽的爭奪，其中奧馬爾-

阿薩爾對陣克裡斯蒂安-卡爾森、斯蒂芬-

門格爾迎戰貝內蒂格特-杜達、奧恰洛夫

的對手則是邱黨。

杜塞爾多夫大師賽由當地職業俱樂

部舉辦，參加選手來自德國國家隊、杜塞

爾多夫隊和德國乒乓球中心，其中包括了

波爾、奧恰洛夫和弗蘭西斯卡三位世界級

好手。名將波爾是本次比賽1號種子。

大馬國家羽隊復訓
38人檢測全部陰性
馬來西亞國家體育理事會宣佈，38位

昨日向大馬羽球學院報到參與一個月閉門

訓練的球員及職員的鼻咽拭子檢驗結果出

爐，全部為陰性。

這意味著他們明日開始可以恢復訓

練，但是必需遵守標準作業程序如社交距

離，以及活動只限于訓練館及宿舍的隔離

式訓練。

這38人中包括了李梓嘉、謝抒芽、謝

定峰與蘇偉譯等大馬國家隊知名球員，還

有領隊、教練及後勤支援團隊。

跨越歐洲6國 F1官宣新賽季賽程
7月5日奧地利揭幕 

網易體育6月2日報道：北京時間6月2日

傍晚，F1官方發佈了2020賽季的前8站賽程。

新賽季的F1比賽將于7月5日在奧地利的紅牛

賽道揭幕，並將依次在匈牙利、英國、西班

牙、比利時和意大利完成前8站的角逐。

本賽季的F1原定于今年3月在澳大利亞舉

行揭幕戰，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賽

季的前10站比賽已被迫取消或延期。其中，

澳大利亞站、摩納哥站、法國站和荷蘭站被

取消，而中國站、巴林站、越南站、西班牙

站、阿塞拜疆站和加拿大站則被延期。

在新版賽程發佈前的三天，奧地利衛生

部長魯道夫-安朔貝爾已經明確表示，F1將在

7月5日和12日在奧地利的紅牛賽道完成賽季

前兩站的比賽，屆時賽事將會在沒有觀眾的

情況下進行。

奧地利站之後，F1將直接趕赴匈牙利亨

格羅林賽道，並于7月19日完成賽季的第三站

比賽。

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F1繼2018年之後

再次出現連續三個週末均有比賽的情況。

賽季的第四站和第五站比賽將分別在8月

2日和9日進行，地點均是英國的銀石賽道。

有意思的是，F1歷史上的第一場比賽正是于

1950年5月在銀石賽道舉行，如今這項賽事也

將在這裡迎來70週年里程碑。

接下來，F1還將依次迎來8月16日的西班

牙大獎賽、8月30日的比利時大獎賽和9月6日

的意大利大獎賽。

目前，前8站的比賽均是在歐洲進行。

談到後續的賽程，F1首席執行官切斯-凱裡表

示，力爭在未來幾周公佈本賽季剩餘的比賽

安排。

「過去幾周裡，我們一直在與所有合作

夥伴、國際汽聯和車隊不懈合作，制定一份

修訂後的2020年賽歷，使我們能夠以最安全

的方式重新開始比賽。」切斯-凱裡說，「很

高興能夠在今天公佈我們包括8場比賽的賽

歷，並期待在未來幾周公佈完整的賽歷。」

附：2020賽季F1前8站賽程
7月5日 奧地利大獎賽（第一場）

7月12日 奧地利大獎賽（第二場）

7月19日 匈牙利大獎賽

8月2日 英國大獎賽（第一場）

8月9日 英國大獎賽（第二場）

8月16日 西班牙大獎賽

8月30日 比利時大獎賽

9月6日 意大利大獎賽

新華社倫敦6月1日電:英國政

府1日起對精英及職業體育賽事閉

門舉辦「開綠燈」，斯諾克賽事分

秒必爭立即操辦起來。世界第一特

魯姆普在冠軍聯賽首日登場，連贏

3場後小組出線。

本次賽事選在位于倫敦西北

米爾頓凱恩斯的馬歇爾體育館舉

行，因為館內能安排參賽球員及工

作人員住宿，方便大家在比賽期間

「與世隔絕」。所有64名球員都會

在登場亮相的前一天進行新冠病毒

檢測，檢測結果出爐前則要保持自我隔離狀

態。

當日，35名工作人員和8名球員的全部檢

測結果呈陰性，兩組選手在沒有觀眾、不共

享架桿和延長桿的情況下開始比賽。每場比

賽最多打4局，拿下3局的球員獲勝，可得到3

分，2:2戰平則雙方各得1分。特魯姆普連贏3

個同組對手強勢晉級，另一組的吉爾伯特則2

勝1平同樣出線。

中國選手陳飛龍和梁文博也將參加本

次比賽，其中梁文博與名將塞爾比在同一小

組，將于4日上演對決。

首輪小組賽將于8日全部結束，16個小組

勝出者將被分成4組再次進行單循賽，最終決

賽11日進行。

龍舟名城汨羅人
恢復訓練待端午

新華社長沙6月1日電:水面波光粼粼，鼓

聲和號子響起，一艘龍舟疾馳而過，船兩端

的鼓手和舵手神情專注，12名健壯的劃手跟

隨鼓點划槳，揮汗如雨，整齊劃一。這是近

日在湖南省汨羅市屈子祠附近的香草湖上經

常出現的畫面，隨著端午節臨近，汨羅江龍

舟俱樂部的隊伍已經恢復水上訓練。

手臂伸直，控制好划動幅度，腰挺直，

跟著節奏前後擺動，避免與其他隊員碰撞，

12名劃手手中上下翻飛的槳讓龍舟快速前

進。每天早上，隊員們先慢跑、壓背、拉

伸，隨後上龍舟，下水練技巧和速度，訓練

持續約2個小時。

兩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羅江懷沙自沉，

傳說沿岸的人們悲痛不已，競相划船尋找打

撈屈原遺體。此後每年端午期間，人們都到

江上划龍舟、投粽子，以此來紀念這位愛國

詩人，划龍舟等端午習俗就這樣流傳下來。

位于汨羅江畔的汨羅市因屈原而聞名世界，

也被稱為「中國龍舟名城」，龍舟運動在這

裡已有兩千多年歷史，形成了富有文化內涵

的競渡運動。如今龍舟競渡在全世界多個國

家和地區得到傳播並廣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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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民簽名呼籲
政府取消2024奧運

網易體育6月2日報道：2024年奧運會將

在法國首都巴黎舉辦，儘管距離這屆奧運會

開幕還有四年的時間，但據insidethegames網

站報道，巴黎的一個反對2024年奧運會舉辦

的組織發起抵制活動，呼籲法國政府取消

2024年巴黎奧運會。

該組織表示，當前由冠狀病毒疫情大流

行引發了經濟和社會危機，在這種形勢下應

該將資金花在比奧運會更有意義的地方，而

該組織發起的請願書中也表達了對潛在巨大

成本超支的擔憂，在請願書中寫道：「我們

不能沿著舊世界的錯誤走向新世界。」

這份呼籲取消舉辦2024年奧運會的請願

書上提出一個觀點，應該將金錢花在解決疫

情危機的影響上，而不是花在舉辦巴黎奧運

會上。「我們必須抵制和拒絕舉辦2024年奧

運會，我們必須在醫療、教育、住房和公共

服務方面進行投資，在當前的經濟和社會危

機下，需要在在這方面投入更多資金，而不

是用在舉辦奧運上。」

「奧運會是不受限制的全球化象徵，

是對環境的威脅，最重要的是，對一些行業

來說都是巨大的浪費，我們再也負擔不起這

些費用。」insidethegames網站表示，疫情流

行引發了呼籲對巴黎舉辦2024年奧運會進行

全民公投的呼籲，同時，巴黎市議會官員也

重啟啟動了巴黎能否舉辦2024年奧運會的辯

論。

不得不提的是，雖然反對舉辦奧運組織

的請願活動剛開始，但請願書上已經有超過

890人簽名，畢竟法國已經有超過2.8萬人因

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其中巴黎也是疫情重災

區，而職業體育至少要到9月份在法國按下重

啟鍵。

巴黎市市長安妮-伊達爾戈接受《隊報》

採訪時，並沒有正面回應巴黎奧運是否應該

舉辦，只是強調人們有表達反對意見的權

利，而反對意見也值得尊重，2024年奧運組

織者在規劃舉辦奧運會過程中，也會考慮到

疫情危機所帶來的教訓。

上海首發體育賽事影響力評估報告 
12項大賽拉動效應超百億

新華社上海6月1日電:6月1日，上海市體

育局、上海體育學院聯合發佈《2019年上海

市體育賽事影響力評估報告》（下稱「評估

報告」），這是上海首個綜合性的體育賽事

影響力評估報告。數據顯示，2019年上海舉

辦的12項具有代表性的重大體育賽事共帶來

30.9億元的直接消費，相關產業拉動效應超

過102億元。

此次評估報告圍繞上海建設國際體育賽

事之都的目標任務，從關注度、專業度和貢

獻度三個維度，構建體育賽事影響力評估框

架體系。上海體育學院作為提供理論和專業

技術支撐的第三方，對2019年上海舉辦的163

項國際國內體育賽事影響力進行全面系統評

估。

2019年上海舉辦的163項賽事中，國際性

賽事共87項，占比高達53.4%。

同時，38.9%的賽事吸引到世界排名前50

的選手參賽，53.5%的賽事採用國際級裁判執

裁，26.8%的賽事開閉幕式邀請了國際單項體

育組織官員出席，賽事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

升。

上海專業的賽事組織助力競技體育高質

量發展。2019年舉辦的163項國際國內賽事

中，奧運項目賽事共78項，占比47.9%，為中

國運動員提供了更多參賽機會，也提高了奧

運備戰的質量和效益。第十五屆世界武術錦

標賽的成功舉辦，為武術項目進入青奧會做

出了貢獻。

項目課題組主要成員、上海體育學院教

授黃海燕介紹，在2019年舉辦的12項具有代

表性的重大體育賽事中，上海網球大師賽、

一級方程式（F1）中國大獎賽、上海國際馬

拉松賽三項賽事直接經濟效益的貢獻占比超

過70%。

在產業拉動方面，賽事對第三產業的影

響尤為顯著。12項具有代表性的重大體育賽

事對第三產業的拉動效應達61.08億元，占比

59.9%。其中，賽事與旅遊產業的聯動效應特

別突出，共吸引國內外超50萬人匯聚上海，

「吃住行遊購娛」旅遊六要素拉動效應達

40.6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