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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主
任杜兆才昨向搜狐體育透露，中國田
徑協會今年將以奧運帶動全民健身，
推出「我要跑奧運」選拔活動，2020
年，將會有兩位大眾選手參加東京奧
運會。
據悉，這兩位大眾選手，前提是

「大眾」，不曾在中國田協註冊，也

就是說即使是退役的馬拉松運動員，
也不在此列。但他們必須達奧運會馬
拉松的參賽標準。
有專家稱，根據最新倫敦世錦賽的

達標成績，男子馬拉松需要2小時19
分鐘內，女子需要2小時45分鐘內。
目前，中國選手（包含退役運動員）
全馬最好成績男子為02:15:23，女子
02:43:14。男女各有2人達到上述標
準。所以大眾選手要邁進奧運會的馬
拉松跑道，難度可想而知。

■記者 陳曉莉

南華 福建揭男籃銀牌戰幕 田協擬派大眾馬拉松選手戰東奧

新賽季，中超球隊通過
引進外援和人員整

合，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
這也直接體現到亞冠賽場。小組賽

首輪，恒大、蘇寧和上港分別戰勝對
手，且一球未失，初顯強勢。次輪，蘇
寧和上港分別戰勝阿德萊德聯和西悉尼
流浪者，而廣州恒大客場戰平水原藍
翼，三支球隊依舊保持不敗。周三晚結
束的第三輪小組賽，上港、蘇寧繼續奏
凱，3戰全勝；恒大戰平川崎前鋒。
至此，三輪戰罷，中超三支球隊未

輸一場，積分分別佔據所在小組頭

名。記者梳理信息發
現，2014年中超球隊亦曾在

亞冠小組賽半程均佔據積分頭名，當
時，廣州恒大、山東魯能及北京國安4
勝5平保持不敗。不過，與3年前相
比，本次中超三強半程7勝2平，戰績
含金量更足。

排名水漲船高 或增亞冠名額
橫向比較來看，本賽季在中日韓澳4

國俱樂部的較量中，中超球隊表現亦
最為穩定和搶眼，特別是強勢壓倒日
韓俱樂部。其中，日本球隊經歷了前
兩輪的爆發之後，本輪被中超球隊壓
制，而韓國球隊遲遲未能進入狀態，
本輪在與此前表現糟糕的澳洲球隊較
量中處於下風，僅獲得1平1負的成

績，其中FC首爾竟然3戰皆負，在F
組墊底。
本輪小組賽結束，亞足協綜合國家隊

和俱樂部戰績，更新了各會員國足協積
分及排名。阿聯酋排名第1位，積分為
96.562分；韓國以89.894分排名亞洲第
2位；卡塔爾排名第3位，積分為81.754
分。中國位居沙特之後，排名第5位，積
分達到70.111分，暫時超過日本。
這也意味着，中國在東亞區排名僅次

於韓國。根據亞足協關於亞冠盃的相關
規則，年終排名東亞區第2位的會員國可
以獲得3個亞冠正賽名額和1個亞冠資格
賽名額。如果中超球隊在今後的亞冠比賽
繼續保持佳績，中國的亞冠盃參賽名額或
從現在的「2+2」提升到「3+1」，比現
在多了1個直接參加亞冠正賽的名額。

隨山東魯能俱樂部青年隊在巴
西訓練了兩年多的中國小將張源
書近日與巴西聖保羅俱樂部簽
約，被租借至該俱樂部的U20梯
隊，租期至今年年底。
現年19歲的張源書2014年作為
魯能俱樂部第一批到巴西留學的
球員之一在巴西訓練，魯能俱樂
部收購了當地的巴西競技隊，使
中國球員有機會與當地球員共同
訓練、比賽，並參加當地聯賽。
作為中場球員，張源書代表巴

西競技隊參加了40場比賽，共射
入11球，其出色的技術水準引來
了聖保羅俱樂部的注意。簽約後
的張源書表示，與聖保羅簽約離
自己的夢想更近了一步：「我來

巴西踢球最
大的目標就
是踢進巴甲
聯賽，現在
有了這個平
台，有了給
我展示的機
會，我現在
要做的就是
全力發揮自
己的水準，
逐 步 去 適
應，看自己怎樣去抓住這個機
會，在聖保羅U19、U20的比賽
中我也一定會抓住機會，盡最大
努力爭取進入一線隊，完成我自
己的目標。」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足
今個月28日將作客黎巴嫩出戰亞洲盃
外圍賽，不過大戰在即球隊卻鬧出退
賽風波，効力東方龍獅的中場白鶴昨
日發出退隊聲明，表明不會再為韓裔
教練金判坤麾下的香港隊効力。
港隊早前決出初選34人名單備戰亞
洲盃外圍賽最後一圈賽事，不過有傳
港隊今次將重用年輕球員及入籍兵，
白鶴等老臣子將不會入圍決選名單。
為此，白鶴昨日在社交網站宣佈退出
港隊，並將矛頭指向港隊主帥金判
坤，白鶴的聲明原文如下：「本人鄭
重聲明！從今天開始退出由韓國人
（金教練）所帶領的香港隊！不存在
政治，我只是一個球員，我需要得到
尊重！曾經我引以為豪，如今，沒有
了信任，沒有了尊重，我沒有必要再
次為此滿身傷痕！我很高興我曾經為

此努力過，直到現
在，我仍然不懈努
力！我渴望每一次證
明自己的機會！尊重
是相互的，所謂的理
由我不接受！ 直到
香港代表隊不再由
（韓國人金教練）帶
領為止！我仍然盼望
再次和這幫朋友並肩
作戰！」
對於被問及事件是

否與近日中韓外交風
波有關，白鶴則表明
退隊與政治完全無
關，只是針對金判坤而非所有韓國
人。
另外，今晚8時港會場將上演一場

榜尾大戰，標準灝天作客港會誓要全

取3分擺脫榜尾，門票一律收80元
正、長者及學生特惠票30元正。另外
早前未能通過藥檢而被罰停賽的李溢
晉，經上訴後刑期由原先兩年改為9
個月，停賽期今年10月26日為止。

女子高球世錦賽海口上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2017世界女子高爾夫球錦標賽本月
17至19日在海口觀瀾湖黑石球場正式比
賽。是次女子賽再次獲得韓巡、歐巡及中
巡三方的聯合認證，一共派出126名女將
出戰。同時，是次比賽亦是女子中巡新賽
季的第一站，眾多高手齊聚一堂。女子錦
標賽舉辦至今已是連續第六屆，今年的賽
事總獎金為約60萬美元，賽制與以往不
同，只保留個人比桿賽。

國際自行車賽6月福建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2017「海洋盃」中國·平潭國際自行
車公開賽將於6月11日在福建平潭國際旅
遊島舉行。公開賽賽事規模設定為2350
人，預計將再次刷新中國自行車單日賽的
規模紀錄。據悉，該項公開賽是中國首個
將海洋文化與自行車運動結合的賽事，亦
是中國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國際自行車
賽事之一，從2014年開始舉辦，今年已
經是第四屆。

料四萬人參賽蘭州馬拉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甘肅報

道） 2017蘭州國際馬拉松賽將於6月11
日鳴槍開賽，這也是蘭馬被國際田聯授予
「路跑銀標賽事」後的首次大賽，將有4
萬人參賽，其中全程馬拉松8000人、半
程馬拉松8000人、迷你馬拉松（約5公
里）2.4萬人。本屆蘭馬除總名次獎外，
還單獨為中國籍運動員排列名次，獲得全
程馬拉松男、女組前八名的運動員將獲得
最高兩萬元人民幣的獎勵。

短訊白鶴退出港足：

不受尊重 無關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亞冠盃小組賽第三

輪戰罷，中超三支球隊2勝1平。至此，在前三輪中，廣州恒

大、上海上港及江蘇蘇寧均佔據各自小組積分榜首名。三

支球隊在刷新中超球隊亞冠小組半程最好成績的同時，也

為小組出線奠定了極佳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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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香港銀牌籃球賽男子高級組賽事今晚假灣仔
修頓室內體育館開鑼，頭場晚上7時正展開，由南華對
標準福建，尾場8時40分角逐，由飛鷹對南青，比賽正
價門券50元正，學生及長者30元正，晚6時開始售票。
球迷期待已久的本地籃球男子甲一組銀牌賽今晚終於
揭幕，揭幕戰由南華對標準福建。今年南華球員陣容大
致不變，只換入南青的得分王蔡再懃及鄭浩恆回巢。蔡
再懃較早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剛到南華時不
太習慣，但現在已融入球隊。」他希望助球隊擊敗任何
一個對手，為南華取得冠軍。而上月中結束的工商盃，
南華在決賽力挫永倫稱王便證明南華已進狀態，實力不
可小覷。
至於南華今日的對手標準福建，則有上屆効力東方的

劉凱濤回巢，另外亦有陳尚威、謝再生、盧冠喬和吳永
豪新加盟，實力有增無減，料會對南華構成一定威脅。
另外，在石塘咀體育館，今晚將上演兩場女子高級組

銀牌賽負方賽事，頭場晚上7時10分展開，由東方對安
青，尾場8時50分角逐，由均安對安邦，比賽不收門
券，歡迎球迷入場觀看。 ■記者 陳曉莉

■張源書（上）

亞足協各會員積分排名
排名 會員國 積分
1 阿聯酋 96.562分
2 韓國 89.894分
3 卡塔爾 81.754分
4 沙特阿拉伯 75.66分
5 中國 70.111分
6 日本 69.211分

■■蘇寧強援蘇寧強援
拉 美 利 斯拉 美 利 斯
（（中中））無視對無視對
手雙人夾擊手雙人夾擊。。

法新社法新社

■■ 上 港 悍上 港 悍
將侯克將侯克（（右右））
與艾傑臣慶祝與艾傑臣慶祝
入球入球。。法新社法新社

■白鶴微博截圖

■白鶴（右）在世外賽對馬爾代夫一役為港披甲。資料圖片

■男籃高級組銀牌賽今晚開
鑼。 資料圖片

■■蘭州市體育局局長龍富蘭州市體育局局長龍富
國介紹競賽規程國介紹競賽規程。。肖剛肖剛 攝攝

■■越來越多市民越來越多市民
大眾參與馬拉大眾參與馬拉
松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恒大球員阿蘭恒大球員阿蘭（（右右））進球進球
後與隊友高拉特後與隊友高拉特。。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