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積分榜
（截至7月21日）

名次 球隊 場次 積分

01 廣州恒大 16 36

02 北京國安 15 31

03 廣州富力 15 28

04 山東魯能 15 25

05 上海東亞 15 24

06 江蘇舜天 15 23

07 天津泰達 15 22

08 貴州人和 15 20

09 杭州綠城 15 19

10 上海綠地 16 18

11 大連阿爾濱 15 17

12 上海申鑫 15 16

13 長春亞泰 15 15

14 遼寧宏運 15 14

14 河南建業 15 14

16 哈爾濱毅騰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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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加入車隊，到踏上歐洲賽
場，至今已經過去整整8年了，

我的目標始終是環法。」計成在接受《廣州
日報》訪問時說。
第101屆環法單車賽於7月5日自英國利茲起

步，預計7月27日抵達終點法國巴黎。世界頂級車
隊和車手雲集，爭奪這項意義和價值遠超奧運金牌的
大賽桂冠。

負責車隊領騎任務
「作為首位參加環法大賽的中國
車手，對我來說這種體驗非常
特別，我小的時候，在中國看
環法大賽，如今來到這兒參
賽，真的是夢想成真了，
有的時候我都不覺得是真
的，但這是種很棒的感
覺；」計成感歎道，「我
覺得我沒有必須完賽的壓
力，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
任務，這次環法賽事我們
已經很成功了，所以我沒
有遺憾，但我還想繼續享受
比賽。」
進入環法最艱苦的山地賽段，
計成感受到更大的壓力，因為他負
責車隊領騎的任務，就是所謂的「超
級兔子」。「我們車隊的目標是贏得能衝刺
賽段，我們把精力都專注於此，這已讓我耗費了很多體能，尤
其我被安排在車隊最前面的領騎位置。」計成說，他很清楚車
隊給自己的定位和任務。幾個比賽日下來，計成雙腿沉重，
「我希望運氣好一點，能讓我順利完成接下來的爬坡。」
雖然中國被譽為「單車王國」，但中國的單車運動與世界頂
尖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不過，計成的出色領騎對全隊掌控節
奏極具關鍵作用，他甚至被隊友稱為「兔子殺手」。「我喜歡
這個綽號，那就是我的工作，我必須騎行在最前面以控制住大
部隊與兔子集團之間的差距。」計成表示。

助隊友贏賽段冠軍
「特別是第一天，當基特爾在哈羅蓋特重新贏得賽段冠軍
時，真的很特別。他取勝後，和我握手說『幹得漂亮，哥兒
們。』我們還一起喝了一杯香檳慶祝。在大集團軍中我也交了
許多朋友，那些車手都過來和我說『幹得漂亮，成』，或者說
『你在前面拉得太猛，我在後面跟得好辛苦。』這真不錯，讓
我為自己很感到自豪，也為自己可以參加環法大賽感到驕
傲。」計成興奮地說。
「環法賽場是職業單車手
渴望的最高舞台。我也希望
通過自己的不斷堅持和不懈
努力向世界證明我們中國人
並不差，我們也能登上環法
賽場。我曾不止一次說過這
句話，這句話也一直激勵我
不斷向前。」對於未來，這
位27歲的黑龍江小伙堅定地
答道：「未來，我希望有更
多中國車手走出國門，向世
界展現中國人的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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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5日出生於
哈爾濱一個普通家庭的計
成，起初練習田徑，2002
年開始轉項練習場地單車
和公路單車。2007年，計
成被選送到荷蘭捷安特－
禧瑪諾車隊，開始參加職
業單車賽。
作為國家體育總局「攻
堅計劃」的執行人，計
成、韓峰和金龍3人被送
往荷蘭「留洋」，這和中
國足球當年將青年隊送去
巴西培訓的思路一致，但這是一條沒有
任何成功經驗可以借鑒的路，前途未卜。
3年後，和計成一起並肩作戰的韓峰、

金龍陸續離開車隊，計成成為車隊唯一留下來的中
國人。令計成這個唯一留下的中國人「超級孤
獨」。在內地習慣了教練團隊「保姆服務」，在荷
蘭遇到的最大挑戰不是訓練，而是生活。
「你不習慣這樣的安排，這樣的自由，不習慣歐洲比賽的節
奏……比賽吧，只有適應才能融入。」計成說。但當他成為完成
2012年環西班牙賽中國第一人時，計成開始脫胎換骨。
「今年3月，我有12天的比賽日，賽事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加上需要
輾轉於各個賽場，基本上沒有剩下多少休息和調整的時間，但這樣高密度
的比賽大大提高了我閱讀比賽的能力，令我更加懂得如何在比賽中合理分
配體力。」
經過4月的調整以及5月的密集比賽，計成為環法大賽做好了充分準備。

雖然一切仍是未知數，但他充滿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20日結束第15輪爭奪後，
聯賽已完成半程賽程。廣州恒大當日坐鎮主場與山東魯能互
交白卷，由於次席的北京國安爆冷負於河南建業，多賽一輪
的恒大在積分榜上的領先優勢擴大到5分。

颱風「威馬遜」帶來的風雨剛剛過去，廣州就再次成為高
溫潮濕的蒸籠。在穆里奇告別後，本場比賽恒大鄭智、金英
權等多名主力高掛免戰牌，新援基拿甸奴也沒獲得出場機
會。

整場比賽進行得如廣州的天
氣一樣沉悶，失去了穆里奇的
恒大進攻難以出奇，而魯能也
沒有把握住機會。第5分鐘，
張琳芃右路小角度射門被王大
雷撲出。第13分鐘，阿洛伊西
奧禁區內勁射被曾誠撲出。此
後，恒大由艾傑臣和黃博文兩
次命中門框。死裡逃生的魯能
迎來良機：第40分鐘，張琳芃
從身後鏟倒阿洛伊西奧，裁判
處以極刑，洛維主罰試圖用小
碎步迷惑曾誠，但反而造成自
己過度緊張一腳射飛。上半場
雙方互交白卷。
下半場比賽，體能消耗極大

的雙方機會更加稀少，魯能前場
的洛維和阿洛伊西奧繼續活躍，
但無奈曾誠發揮神勇，最終雙方
0：0握手言和。 ■新華社

中超賽程過半中超賽程過半 恒大恒大居榜首居榜首

「7月26日，我在傅家俊北京公益桌球課堂等你切
磋！」香港桌球名將傅家俊日前在微博公布，周六他
將現身北京，開設自己的首堂桌球課。據悉，這是一
次公開課，收入所得將全部捐助給北京康納洲自閉症

家庭支援中心。
當日課程的內容相當充實豐富。從上午9點多開

始，預計到下午6點結束。傅家俊首先與所有到場球
迷分享自己的桌球經歷，然後向學員手把手技術輔
導，同時還會充當售貨員，義賣自閉症孩子參與烘焙
製作的純天然點心。接下來，他將親自上陣與學員過
招，並會攜手著名教練蔡劍忠，奉獻一場巔峰對決。
「當了爸爸以後，自己親身體會到為人父母的不
易。對於自閉症人士和他們的家庭來說，我想，他們
在日常生活裡肯定更是充滿了種種的艱辛，自己能拿
起球桿盡一份微薄之力去協助相關的自閉症支援機
構，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傅家俊在接受新浪
體育訪問時說。
除26日在北京開課外，傅家俊還將與香港失明人協
進會展開公益合作，雙方將於今日召開新聞發佈會，
公布「傅家俊締造更多一桿過百佳績，為香港失明人
協進會籌款」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傅家俊北京開課 助自閉症患者

彭帥鄭潔冀江西取佳績

2014年江西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於昨日在南昌正
式開賽。20日晚，中國網球金花彭帥、鄭潔盛裝出席
夜遊贛江活動，彭帥說：「不管是大滿貫還是其他賽
事，我都是盡力去享受每一場比賽，享受這個過
程。」曾獲得兩屆大滿貫雙打冠軍的鄭潔也表示，這
是自己第二次來到南昌參加比賽，第一次來參加比賽
還是在13歲的時候，對南昌的發展速度驚嘆不已，
稱要好好享受此次比賽，希望可以在這裡取得好成
績。 ■中新社

兩台灣名將聯手戰CBA
據台灣傳
媒消息，上
賽季効力上
海隊的台灣
球員曾文鼎
已與球隊達
成一年的續
約協議，下
賽季將聯手
台灣同胞楊
敬 敏 征 戰
CBA。 曾 文
鼎於 2011 年
加 盟 上 海
隊，在効力
上海的三個賽季中，曾文鼎成為球隊板凳席上的重要
輪換隊員，首個賽季他場均3.5分2.3個籃板，12-13
賽季場均得分上升到5.3分並搶到3.3個籃板，上個賽
季曾文鼎出場時間達到CBA生涯最高的20.2分鐘，
場均有4.1分，籃板繼續上升至3.9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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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國鋼管舞
錦標賽決賽在天津舉
行。比賽沿用國際
級評判標準，通過

賽事體現鋼管
舞運動的視覺
藝術，向人們
展示鋼管舞
的 力 與
美。
新華社

■參賽球手合影留念。 中新社

■■曾文鼎曾文鼎（（白衫白衫））在台灣超在台灣超
級聯賽上陣級聯賽上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傅家俊計劃在北京傅家俊計劃在北京
開辦公益桌球課程開辦公益桌球課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山東門將王大雷山東門將王大雷（（右二右二））封堵封堵
恒大的射門恒大的射門。。 新華社新華社

力與美

■由計成的表
情可見領騎車
手的艱辛。

路透社

■■檢查賽車檢查賽車，，蓄勢待發蓄勢待發。。 新華社新華社 ■■計成計成（（前前））為車隊為車隊
領騎領騎。。 美聯社美聯社

■計成對未來充

滿希望。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