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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创，赛事按下昂贵“暂停键”
英超至少损失7.5亿英磅，各大赛事暂停或被追究巨额转播损失
2020年，本是全球体育产业至关重要的一年，欧洲杯和奥运会两项含金量十足
的赛事都将举办。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体育赛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
创。五大联赛、NBA相继暂停，近日，欧洲杯和美洲杯也宣布延期至2021年。北京时
间3月20日，东京奥运会圣火抵达日本。虽然还未正式确认是否延期或取消，但东京
奥运会在疫情笼罩中显得“
风雨飘摇”。
被万众期待的2020体育大年，正在滑向百年一遇的体育赛事大停摆，在职业体
育高度成熟、商业机制运营完善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按下暂停键，这
对各项大赛而言，代价无疑是昂贵的。
■记者 叶竹

各大赛事暂停，或被追究巨额转播损失

全球蔓延的疫情正在对体
育赛事造成沉重打击， 包括足
球、 橄榄球、 篮球、F1方程式赛
车、网球等在内的多项体育赛事
宣布推迟或取消，不管对于体育
俱乐部自身、 赛事联盟和组织，
还是相关赞助商、 转播商而言，
都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
也将波及成千上万体育赛事工
作者的经济收入。
欧洲杯延期之前，欧洲各国
联赛都把下次决策的时间放在
了4月初。然而，从目前疫情发展
的情况看，4月初联赛恢复的可
能性已经渺茫，空场举办、缩水

赛季、延期到夏季，甚至就此停
赛，都是可能的方案。如果联赛
就此结束，综合转播、赞助、门票
来看，电视转播版权以费用高昂
出名的英超会至少损失7.5亿英
镑，西甲、德甲、意甲估计皆有近
7亿欧元的损失。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NBA，
联赛最大的财政风险是失去电
视转播合同的收入。按照NBA和
电视转播商的合同，NBA每年能
拿到26亿美元电视转播收入。如
果NBA本赛季剩下比赛被取消，
转播商或许会和NBA坐下来讨
论弥补他们的转播损失。

东京奥运会圣火抵达日本。

华晨宇“谢广坤”合作献唱
《乡村爱情》剧组做客《王牌对王牌5》

东京奥运会面临巨大调整压力

现阶段，几乎所有体育比赛
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4个月后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
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压力。
据了解，日本为奥运会总共
已经投入超过3万亿日元 （约合
273亿美元），并打破企业赞助纪
录，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已支付
14.5亿美元的奥运会转播费。专
家们预计，如果东京奥运会遭受
到严重疫情冲击， 主办城市、赞
助商、转播商及合作伙伴将面临
巨额损失。
“取消东京奥运会并不在议
程上。”最近的一个星期里，国际
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反复强
调着这句话。而在19日，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也表示，不会以缩小
规模和空场的形式举办奥运会，
还强调“对于延期、中止，我一概
没有提及。重要的是以完整的形
式在日本举办”。
虽然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

府都想让奥运会如期举行，但因
为疫情在全球的大暴发，很多奥
运预选赛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根
据延期后的赛程，很多项目的运
动员极有可能在6月才能最终确
定奥运参赛资格。而且，突如其
来的疫情也已经打乱了运动员
备战的计划。四年一届的体育盛
事，也因此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
性。如果选择延期，牵一发而动
全身， 不管调整到哪个时间进
行，对那个时间原本已安排好的
其他赛事来说，无疑都是“灭顶
之灾”。
湖南岳阳籍摔跤运动员周倩
目前正在北京集训， 她在去年世
锦赛中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摔跤
76公斤级比赛“入场券”。20日，
周倩在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
我也经常听到疫情之下
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各种消息，但
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只有认认
真真做好自己该做的。”

快看！长沙这些文化场馆于今日开放

本报3月20日讯 湖南省文
化馆官方微信发布，湖南省文化
馆于2020年3月19日 （星期四）
起实行实名预约开放服务，部分
区域有序恢复对外开放。
开 放 时 间 ： 每 日 10:00—
16:00，15:30停止进馆。
入馆须知：采取预约与现场
取票结合的方式入馆参观，预约
每日限100名，观众持预约凭证
入馆，现场取票限50名，仅限医
务工作者、军人、70岁以上老年
观众， 凭个人有效证件取票入
馆，暂不接受团队预约。
另外，长沙市直文博场馆于

3月21日正式复工开放， 时间为
10:00-16:00，15:30停止入馆，
每周一闭馆。 开放单位包括长沙
市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贾谊
故居、 新民学会旧址、 李富春故
居、湖南自修大学旧址。
据悉， 进馆参观采取网上
预约与现场取 票 结合 的方 式 ，
网上预约限额与现场取票限额
请见各场馆官 网 和现 场通 告 。
观众须佩戴口罩、 出示预约凭
证和个人健康码， 接受体温检
测合格后登记个人有效证件取
票入馆。
■记者 吴岱霞

黄
雅
莉

《天赐的声音》
今晚播出

本报3月20日讯 当“王
牌家族”遇上“乡村爱情”，场
面会是怎样？3月20日晚，浙江
卫视《王牌对王牌5》迎来“王
牌时光旅行”， 王牌家族携手
韩雪、贾乃亮、杨迪、张新成重
回九零年代。此外，电视剧《乡
村爱情》的主创演员们也来到
节目，现场开启“吐槽大会”。
2006年播出第一部的系
列电视剧《乡村爱情》全景展
现了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事
业和生活，东北地区特有的喜
庆幽默的语言风格和人物形

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本
期《王 牌》舞 台 上 ， 谢 广 坤 夫
妇、 谢永强夫妇以及谢飞机、
村主任王长贵的演员都来到
了现场。14年过去， 剧集已经
播出12部， 而当年5岁的萌宝
谢飞机已经和爷爷一样高了。
节目现场，华晨宇和“谢
广坤” 唐鉴军还合作带来歌
曲。 一边是乡土风味的广坤，
一边是身着西装的酷味十足
的花花，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碰撞和组合，别有一番风味。
■记者 袁隽永

黄雅莉再唱当年参赛曲目
本 报 3 月 20 日 讯 21 日
晚，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
四期火热来袭。节目中，张蔷、
盘尼西林带来迪斯科和摇滚
的激情碰撞；黄雅莉、苏诗丁
则将为观众献上一场净化心
灵的听觉之旅。
本期节目，偶像团体出道
的新生代说唱歌手小鬼王琳
凯，以及在说唱界奋斗、创作
多年的老说唱歌手宝石Gem，
将用rap改编经典歌曲 《潇洒
走一回》。除此之外，节目史上
第一组乐队盘尼西林与张蔷
的合作，也备受期待。节目中，
两组飞行合伙人将挑战融合
不同曲风，合力改编《柠檬树》
和《路灯下的小姑娘》。
继刘惜君之后，出道15年
的“超级女声”黄雅莉也将登
上《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她将
与实力唱作人苏诗丁共同演
绎张学友的名曲 《离人》。同
时，黄雅莉还将在舞台上再次
唱起当年参赛演唱的《遗失的
美好》。 同样出身歌唱选秀节
目的苏诗丁，被丁薇老师要求
带着愤怒、 梦幻两种不同情
感，演绎高音。
■记者 袁隽永

《婚前21天》首期上线
吴尊林丽吟初恋夫妇着手备婚
本报 3月20日 讯 近 日 ，
婚恋节目《婚前21天》在芒果
TV正式播出，节目首播后，吴
尊和林丽吟长达24年的爱情，
获得众多网友羡慕，但和所有
新人夫妇一样， 首次筹备婚
礼，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甜蜜
的烦恼。从备婚计划到婚礼执
行，场地、嘉宾、婚纱照、请柬、
伴手礼， 双方必须事无巨细，
他们最终决定找家人们一起
出谋划策。

吴尊直言自己第一次 见
到妻子就想追她，林丽吟哥哥
更是爆料吴尊害羞到不敢进
门，林丽吟称初次约会还会先
问妈妈意见。谈到他们准备举
办的婚礼，家人们纷纷传授经
验，林丽吟也由坚持办简约婚
礼转为同意拍婚纱照，家人们
更是送上全家珍贵婚纱集，希
望由吴尊丽吟来填补相册中
接下来的空白。
■记者 袁隽永

吴尊林丽吟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