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2年11月4日(星期日)

B9

■大連實德球員賽後打出
橫幅感謝球迷。
新華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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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30輪的鏖戰，2012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
超)昨日落下帷幕。廣州 大歷史性成功衛冕，
並偕同江蘇舜天 、北京國安和貴州人和躋
身亞冠盃，河南建業和上海申鑫慘遭
降級，「八冠王」榮耀之師大連
實德黯然退
出中國足球
歷 史 舞
台。

本 第二輪方揭開謎底。隨

賽季中超聯賽，冠軍爭奪空前激烈，直到倒數
郜林的絕殺， 大以
1：0力克遼寧宏運，提前一輪奪取冠軍，成為中超史
上首支衛冕球隊。不過縱觀整個聯賽，江蘇舜天以黑
馬姿態施予 大巨大壓力，甚至一度同 大並駕齊
驅。而舜天和 大之間的天王山戰役更將聯賽推向高
潮。

穗蘇京貴征亞冠
隨 貴州人和獲得聯賽第四名，下賽季跟隨中超征

戰亞冠的四支球隊也隨之全部產生。廣州 大、江蘇
舜天、北京國安和貴州人和四隊，將聯袂作戰，代表
中超聯賽征戰2013年的亞冠聯賽。
不過，據騰訊體育消息，貴州人和和北京國安能否
獲得亞冠正賽資格，仍是未知數。在中超結束後，貴
州人和將同廣州 大在足協盃決賽上一決雌雄。若貴
州人和登頂即以足協盃冠軍的身份獲得亞冠小組賽入
場券，北京國安則要在附加賽中掙扎；否則 大奪冠
榮膺雙冠王，北京國安則將以聯賽第三的身份獲得正
賽資格，貴州人和將征戰附加賽。

建業 申鑫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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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賽季的降級名額，屬於河南建業和上海申鑫這兩
個倒霉蛋。前者長期居於聯賽副班長，球隊頻頻換帥
處於混亂，中途救火的沈祥福也無能為力，積重難返
下最終降級屬情理之中。
上海申鑫則頑強地將降級懸念延續到聯賽最後一
輪：末輪在最後時刻遭遼寧宏運絕殺，以2：3不敵。
儘管最終降級，但申鑫仍是本賽季中超最難啃的骨
頭，即便是 大和舜天等爭冠軍團，在面對申鑫時，
也要費上九牛二虎之力。上海申鑫絕對是近年來最令
人惋惜的降級隊。
另外，本賽季中超結束後，大連實德黯然退出歷史
舞台。賽後大連實德隊員打出了標語「感謝風雨相隨
13載」，而球迷也打出了「戰鬥下去永不放棄」的橫
幅以鼓勵球隊。據內地報章《體壇周報》報道，大連
阿爾濱將收購大連實德，兩隊合併為一。若消息屬
實，實德遺留的中超名額，極有可能由中超倒
數第二的上海申鑫及中甲第三的福建駿豪通
過附加賽產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華拾錦
鄭潔因病退出索非亞賽
據新華社索非亞2日電 WTA索非亞賽小組賽2
日進入最後一天，中國選手鄭潔迎來小組賽最後
一場比賽。由於同組的俄羅斯選手基里連科因呼
吸道疾病無法繼續比賽，鄭潔本場比賽的對手為
索非亞賽的唯一替補瑞典選手索非亞·阿德維
松。但在首盤第六局結束時，鄭潔因身體原因決
定退賽。鄭潔賽後表示：「我其實到了索非亞之
後就一直有在看醫生，因為感冒的原因一直有在
吃藥，醫生也說我需要更多的休息。」

加特林領跑城牆馬拉松
據中新社西安13日電
「2012西安城牆國際馬拉松
賽」3日在600多年歷史的
西安城牆鳴槍，來自美
國、德國、泰國、俄羅
斯、澳洲以及中國等63個
國家和地區的2799名選手
參賽，美國短跑名將加特
林參與領跑，賽前，他還
興致勃勃地大跳風靡全球
的「騎馬舞」(見圖)。西安城牆國際馬拉松賽從
1993至今已成功舉辦17屆，總參賽人數超過4萬
人，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的8000餘名境外運動員
參加過比賽。

國羽世青賽慘遭滑鐵盧
2012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錦標賽單項賽，昨在日
本千葉落幕。中國選手薛松在最後一場男單決賽
中1：2不敵日本的桃田賢斗屈居亞軍。黃雅瓊/于
小含收穫女雙銀牌，女單選手孫瑜、男雙組合裴
天軼/張寧一和王懿律/劉雨辰以及兩對混雙組合
王懿律/黃雅瓊和劉雨辰/陳清晨均止步準決賽。
國羽青年軍繼亞青賽之後再度無金入賬，遭遇滑
鐵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超第30輪賽果
北京國安
遼寧宏運
廣州富力
山東魯能
上海申花
大連實德
杭州綠城
天津泰達

1：0
3：2
1：1
2：0
3：0
0：3
1：2
0：1

廣州 大
上海申鑫
江蘇舜天
河南建業
青島中能
貴州人和
阿爾濱
長春亞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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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
廣州 大
江蘇舜天
北京國安
貴州人和
阿爾濱
長春亞泰
廣州富力
天津泰達
上海申花
遼寧宏運
山東魯能
青島中能
杭州綠城
大連實德
上海申鑫
河南建業

積分
58
54
48
4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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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8
36
36
36
36
34
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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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個賽季、用8個頂級聯賽冠軍頭
銜捍衛了中國足球城的榮譽，大連實
德昨坐鎮主場迎戰貴州人和，最終以
0：3不敵，在送給對手一個亞冠資格
的同時，也完成了俱樂部隊史上最後
一場比賽。
整場連黔之役籠罩在傷感意味氣氛
中，中場休息時，球場裡迴盪 《從
頭再來》的歌聲。全場比賽結束後，
實德全體隊員走到球場看台前深情道
別，在北方海濱城市瑟瑟秋風中，實
德隊員10分鐘都在不停地向球迷鞠躬
告別，而看台上球迷也久久不肯離
去，他們會一直站到金州體育場熄
燈，熱淚在球員和球迷的眼中滾動。
接過萬達俱樂部的冠軍旗幟後，實
德延續 冠軍本色，但很快這種延續
就變了味道。據網易體育報道，出售
一線隊員，出售梯隊，收緊銀根⋯⋯
8星大連迅速隕落。在中超職業聯賽
紅火的年代來臨之際，8星大連卻黯
然告別中國足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男女同池較量 劉子歌初試牛刀
2日晚，中國隊在4×50米混合泳男女混合接力決 意他，游好我自己的就行了。」
2012年國際泳聯短池世界盃北京站的比賽昨晚在
國際泳聯短池世界盃北京站，昨晚結束最後一日
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最後一日較量。繼日前橫掃6 賽中遣上數位名將，包括劉子歌及女子200米自由
金後，中國軍團昨晚再有3金入賬，分別是葉詩文 泳亞洲紀錄保持者唐奕，並最終助中國以1分43秒 較量，葉詩文收穫女子200米混合泳及女子400米混
。
的女子400米混合泳、邵怡雯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和 04奪冠。賽後，幾位中國選手不約而同表示對如此 合泳兩枚金牌成為「雙冠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隊的男女4×50米自由泳接力。名將劉子歌未 比賽方式感覺很新鮮、很好玩，而觀眾也普遍反映
。
能如願，在自己的主項女子200米蝶泳僅收穫一枚 「很有趣」
曾經在2010年首屆青
銅牌。不過，對於2日晚出戰男女混合接力賽，劉
奧會參加過男女混合接
子歌則坦言「很好玩」
。
本賽季，國際泳聯將男女混合接力項目引入短池 力的上海姑娘唐奕說：
世界盃賽，具體設項為4×50米混合泳接力和4×50 「我以前在青奧會參加
米自由泳接力，參賽隊每隊每項可報男、女運動員 過這個項目，特別有意
思。這次又參加這個比
各2名，出發棒次和混合泳接力中的泳姿不限。
賽，覺得很興奮。」
而北京奧運會冠軍劉
子歌對首次參加男女混
■龐清/佟健
合泳接力感覺新鮮。
(左)在雙人滑的
「我是第一次參加混合
比賽暫列第
接力，賽前和隊友們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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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訓練過。」劉子
歌說男選手在身後追趕 ■劉子歌在女子200米蝶泳決
並 不 會 造 成 特 殊 的 壓 賽獲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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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根本沒有特別注

花滑中國盃 龐清佟健拔頭籌
2012中國盃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2
日晚在上海東方體育中心海上王冠
體育館開幕，世界頂尖花樣滑冰選
手為觀眾們獻上了一場精彩紛呈的
冰上芭蕾。在首日比賽中，中國選
手的整體表現可圈可點，名將龐清/
佟健以出色的發揮暫列短節目第
一。
在當晚進行的雙人滑比賽中，最

後一組出場的龐清/佟健發揮出色，
伴隨 激昂動感的《鬥牛舞曲》旋
律，將整套動作高品質地完成。兩
人不但技術動作配合默契，藝術表
現力也十分到位，贏得了全場觀眾
的熱烈掌聲。兩人最後獲得68.57的
本賽季最高分，位列短節目第一。
新配對的中國選手彭程/張昊同樣發
揮出較高的競技水準，以57.89分排

名第四。
在賽後接受採訪時，年僅16歲的
彭程對自己的表現略有不滿，認為
自己還有許多細節需要改進，「頭
一次登上這麼大的賽場，心裡還是
會有一點緊張，好在旁邊有大哥
哥，不是特別緊張。」張昊則對自
己的小舞伴表示滿意，期待她有更
好、更細膩的表現。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