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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
縱橫

最近國家公
佈了「大灣區
發 展 規 劃 綱
要」，其內容
甚廣，其中發展大灣區體育跟我們
體育傳媒有直接關係，可以預見將
來大灣區體育發展的天地將十分寬
廣，「體育」這條橋樑可讓大灣區
內各地、各市的溝通交流更加密
切，有利共同提高。廣東的體育實
力在內地名列強省之位，每屆全運
會都獲佳績，也為國家隊輸送了不
少人才，當然，由於人才交流的大
門打開了，廣東也吸納了不少全國
各地的精英。

要發展大灣區體育的重點是推動
民間體育，或者說是市民體育，這
跟奧運會、亞運會或世錦賽中所指
的競技體育、精英體育有所分別。
讓大灣區市民都自覺地參與體育鍛
煉，提升大灣區的體育文化氛圍，
這也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內容的組
成部分。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現
正通過該會屬下的文化委員會積極推動大灣
區內各地各市間的體育交流，香港和澳門特
區當然也包括在內，筆者有幸被邀成為文化
委員會的常務委員，續為體育界貢獻綿力，
在眾多運動項目中，最受關注和已有一定基
礎的足球已率先行動起來了，目前一項名為
「大灣區冠軍足球聯賽」的賽事正如火如荼
地進行，「公民之友」代表香港角逐，要強
調的是參賽球員必須是清一色的業餘球員，
當然還有一些是已退役一段時間的前足球
員，他們在場上的競爭力經過歲月的消磨後
經已很平民化了。

體育交流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
據「促進會」的消息，他們正積極地推動和
組織粵港澳大灣區學界3人籃球賽在今年年
內舉行呢！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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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昨日賽果
和富大埔 2：1 東方龍獅

冠忠南區 3：1 理文

香港飛馬 0：3 傑志

港超今日賽程
比賽 開賽時間 比賽地點 門票

凱景 VS 夢想FC 14:30 深水埗運動場 $80、$30（特惠票）

佳聯元朗 VS 富力R&F 17:30 元朗大球場 $80、$30（特惠票）

港超積分榜 （截至2月23日）

排行 球隊 賽 勝 和 負 積分

1 冠忠南區 12 7 3 2 24

2 和富大埔 12 6 5 1 23

3 富力R&F 11 7 2 2 23

4 傑志 12 6 3 3 21

5 東方龍獅 12 5 4 3 19

6 香港飛馬 12 5 3 4 18

7 佳聯元朗 11 2 5 4 11

8 夢想FC 11 2 3 6 9

9 理文 12 1 3 8 6

10 凱景 11 1 1 9 4

當地時間 22 日晚，中國隊在
2019年男籃世界盃預選賽第六窗
口期的比賽中，客場以62：86輸
給約旦隊24分。約旦隊取勝後延
續了晉級世界盃正賽的希望。賽後
中國隊主帥李楠說，這場比賽是過
去兩年裡最差的一場，「除了周琦
以外，我們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內
線。」

由於中國是今年籃球世界盃的東
道主，沒有晉級壓力，故此役陣容
以鍛煉新人為主，招入了趙睿、阿
不都沙拉木、郭昊文等年輕球員，
領銜的則是時隔175天再度披上國
家隊戰袍的「大魔王」周琦，同時
也是他 94 天來首次參加正式比
賽。
當日，現場座無虛席，主場氣氛

非常狂熱，使得約旦隊士氣大盛，
以 24：18 領先結束第一節。次
節，中國男籃進攻乏術，只能靠周
琦籃下強攻，半場結束時約旦已經
以48：30大比分領先。第三、第
四節，約旦隊繼續強勢，反觀中國
隊的年輕隊員在白熱化的競爭中顯
得有些急躁，最終中國男籃以24
分的劣勢告負。
賽後主帥李楠說，這場比賽是過

去兩年裡最差的一場，「除了周琦
以外，我們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內
線。」
另外，在身體對抗上中國隊一直

處於下風，「在這種級別的比賽和
身體對抗下，怎麼樣發揮技術，今
天對球隊是個很好的檢驗。」李楠
說，賽前已和隊員思想上反覆提
醒，但比賽呈現的面貌不盡如人
意，球隊要「找自己的問題」。
中國男籃隨後奔赴黎巴嫩首都貝

魯特，於當地時間2月24日客場對
陣敘利亞。 ■新華社

男籃世預賽 中國隊大比數負約旦

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第25輪當地時間22日
先賽一場，愛斯賓奴主場1：1戰平侯爾斯
卡。中國球員武磊首發登場，並有一腳射門擊
中門柱。武磊的表現不僅贏得全場觀眾喝彩，
而且還獲得主教練魯比的讚賞。
第20分鐘，愛斯賓奴獲得前場任意球，格
尼路罰出的皮球直掛球門左上角。但下半時伊
始，侯爾斯卡便由艾斯達在小禁區邊緣將比分
扳平。1：1的比分保持到終場。
武磊本場首發並踢滿90分鐘，雖然沒能取

得進球，但在比賽中不乏精彩表現。第14分
鐘，他的一記掃射偏出右門柱。第63分鐘，
他帶球突入禁區左路，在晃開對方一名防守隊
員後射門，但皮球打在了左門柱上。
魯比賽後對武磊的表現給予了極高的評

價：「他有可能是本場最能幫助我們打破場上
平衡的球員，我很高興看到他敢於帶球，只可
惜他在射門時缺少了一點運氣。」
本場過後，愛斯賓奴以8勝6平11負積30
分，排名西甲第13位。 ■新華社

愛斯賓奴和侯爾斯卡 武磊獲讚賞

富
力

今
伐元朗爭分 凱景夢想

護
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黎永淦）港超今

日舉行第12周餘下兩場
賽事，下午先由榜尾的凱景
與夢想FC合演護級大戰，

黃昏時間作客佳聯元朗的富力R&F，則
必須全取3分才能保住聯賽榜「一哥」位
置。
由於和富大埔及冠忠南區昨日同時奏凱，

原居榜首的富力R&F暫時回落至第三位，但
只要今日順利打敗佳聯元朗，便可繼續保持
領先優勢。屈指一數，今仗原來也是兩軍本
季第四度交手，巨型班富力R&F在
過去三次交鋒都順利獲勝，聯賽首
循環主場大勝5：2；在高級組銀牌
及菁英盃分組賽都僅勝2：1，可
見兩軍實力有距離。佳聯元朗上
周1：4大敗在夢想FC腳下，
近六周聯賽只得3和3負，不
過這支新界區隊每次主場
作賽都會有超水準發
揮，富力R&F要重

登榜首，相信也要花
費一定氣力。
深陷降班漩渦的凱景今

午也迎來一場生死戰，對
手是排名第8位的夢想FC，要
是再次全失3分，便等於送對手上安全島。
凱景會方亦聲言，為擺脫榜末位置，這場
「六分波」非勝不可，更呼籲球迷穿上代表
主隊的紅色上衣入場打氣。夢想FC上周憑馬
高斯連中三元大勝佳聯元朗，連續兩周共搶
得4分，只要保持水準，有力繼首循環贏對
手4：3後再下一城。

■■中國球員方碩中國球員方碩（（左左））試試
圖封阻對手圖封阻對手。。 新華社新華社

■■武磊武磊（（左二左二））在愛斯賓奴對侯爾斯在愛斯賓奴對侯爾斯
卡的比賽中表現突出卡的比賽中表現突出。。 新華社新華社

■■由由NBANBA歸來的周琦歸來的周琦（（左左））在在
比賽中突破比賽中突破。。 新華社新華社

■■富力今作客元朗富力今作客元朗，，必須全取必須全取33
分方可保住榜首地位分方可保住榜首地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屆港超競爭激烈，每場賽事都足
以影響大局。冠忠南區主場對理

文之戰，雖然整場賽事被對手反客為
主，但在門將謝德謙繼續保持高水準發
揮，加上幸運之神眷顧，門柱門楣全場
共4次擋走對手射門，得以再過一關，

向球會史上首個聯賽冠軍進發。開賽不足1分鐘，
謝德謙已救出尼迪利的窄角度施射。這位法國射手
6分鐘再次起腳打中門柱，南區大難不死，4分鐘後
即由卡拉錫偷得對方腳下球並輕易建功成1：0。
南區上半場餘下時間一度被圍攻，幸有謝德謙3
度救出干沙利斯埋門，戰至44分鐘再藉一次角球戰
術，由劉學銘射成2：0。換邊後理文依然控制大
局，但72分鐘蘇沙把握另一次罰球機會單刀得手。
落後三球的理文戰至補時5分鐘由方栢倫混戰中破
蛋，追至1：3完場。
南區教練鄭兆聰賽後滿意球隊演出：「今仗目標就
是要全取3分，球隊則以下半場表現較佳。至於後備
上陣的高美斯雖然沒有入球，但他演出已漸入佳境，

下一場有機會讓他重返正選。」理文主帥陳曉明則對
球隊再次贏形勢輸波感失望，並對支持者致歉。

大埔 傑志齊報捷
和富大埔主場迎戰東方龍獅一役，大部分時間在

雨中進行，雖然開賽2分鐘已被基頓頂破大門，但
主隊於55分鐘先由辛祖助攻勞高射入追平，4分鐘
後再由艾華度接應角球頂入反勝一球，以2：1贏得
漂亮一仗，並以23分緊守次席。東方龍獅易帥後連
輸兩仗，只累積19分跌到第五位，正面臨「四大皆
空」。衛冕的傑志則憑盧卡斯、鞠盈智及新秀賓紀
文建功，以3：0大勝香港飛馬，後者在66分鐘有查
維斯射失極刑。飛馬全失3分後暫排名第6，形勢與
東方龍獅一樣，已距離錦標愈來愈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港超聯昨日舉行第12周賽事，冠忠南區主場以3：1力

克理文，趁着榜首的富力R&F今日出賽之前，暫時奪走「一哥」位置；近況大勇的和富大

埔則憑勞高及艾華度下半場4分鐘內連入兩球，扭轉上半場閃電失球的劣勢，以2：1反勝東方龍

獅，繼續穩守次席。上屆盟主傑志則大破香港飛馬3：0，暫時回升至第四位，衛冕一息尚存。

■■門將謝德謙連救險門將謝德謙連救險，，助南區勝理文助南區勝理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蘇沙蘇沙（（左左））單刀得手為南單刀得手為南
區射成區射成33：：00一剎一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