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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志 愉園 8.30 演開幕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新一
季港超聯賽程終於塵埃落定，開鑼戰將於 8
月 30 日上演，由傑志於旺角大球場迎戰「升班
馬」愉園；而富力 R&F 的主場仍有待落實，如
未能在首場比賽前符合要求，富力來季需要移
師小西灣運動場出戰主場賽事。
球季
足總昨日終於公佈新球季完整賽程，2019/20
將於 8 月 30 日開鑼並於明年 5 月 23 日煞科，10 支

球隊將會合演 90 場賽事，揭幕戰將由剛換帥的傑志迎
戰「升班馬」愉園，另外首周焦點大戰則是改頭換面
的上屆冠軍和富大埔硬撼大肆增兵的富力R&F。

富力或改以小西灣作主場
上季屈居亞軍的富力今季繼續簽入多名強援，其中
香港足球先生伊高沙托尼的加盟更是令球隊鋒力大
增，不過富力新球季的主場則仍未落實，如廣州燕子
崗球場在第二周對愉園的賽前仍未能符合要求，富力
來季將會以小西灣運動場作為主場，相信有關方面
■傑志於開鑼戰鬥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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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盡快作出決定。
大埔與傑志將於 9 月 22 日，在旺角大球場出戰社
區盃，爭奪新一季首項錦標；另外菁英盃賽制會有
所改變，10 支球隊將分為兩組進行雙循環賽事，而
兩組首名則會直接晉身決賽。至於足總盃會於明年
日期
開賽時間 對賽隊伍
2 月開始首圈比賽，在 5 月 30 日上演決賽，作為
2019至20球季的最後一場本地賽事。
8月30日（星期五） 20:00
傑志對愉園
總結本季聯賽編排，上屆冠軍大埔開季便遇上
富力、飛馬和東方龍獅等對手，估計不易應付；
8月31日（星期六） 14:30
和富大埔對富力R&F
富力首兩周便先後遇上傑志和東方龍獅，相信會
8月31日（星期六） 17:30
佳聯元朗對東方龍獅
遇上一定考驗；相反傑志首三輪對手僅為愉園、
元朗和理文，相信有利於季初搶分；至於東方季
8月31日（星期六） 20:00
冠忠南區對標準流浪
初對手有元朗、富力、大埔和流浪，形勢可說是
理文對香港飛馬
9月1日（星期日） 14:30
較為平均。

港超首輪賽程（前者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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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運動場
元朗大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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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聯賽倒戈大埔。

深水埗運動場

2019 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全國集訓及
聯賽日前在貴州省銅仁市揭幕。來自全國
各地區的 44 支球隊齊聚於此，將在接下來
的一周時間內展現歷經籃球季成長帶來的
蛻變。
今年的籃球季首次設立「支教之星」獎
項，旨在表彰籃球季期間表現優異的高校志
願者。他們燃燒自己的青春，用汗水和愛心
為鄉村孩子帶去專業的體育教育課程，並見
證他們從鄉村走向城市的每一步。作為今年
全國賽最為特別的環節，16 位「支教之星」
也受邀來到現場，他們將參與全國賽各個分
項活動。
截至2019年，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已經
覆蓋全國 29 個省區市的 700 餘所鄉村小學，
規模進一步擴大，山西、湖北、內蒙古和湖
南成為新的賽區，將「以體育人」理念植入
更多地方。開幕式現場，在2019國際籃聯籃
球世界盃吉祥物「夢之子」的帶領下，各支
球隊身着代表各地區的服裝進入場館，他們
的出場獲得了全場觀眾的熱烈歡迎。
姚基金副理事長陸浩表示，2019 姚基金希
望小學籃球聯賽落戶銅仁，是姚基金積極走
進西部地區的具體行動。「扶貧先扶智，讓
更多鄉村地區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扶貧

■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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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
重要途徑。希望孩子們能夠感受體育精神，
享受運動的快樂，因體育而獲得成長。」陸
浩說。
活動開啟後，來自全國各個地區的孩子們
除了用籃球語言交流切磋之外，還將體驗豐

富多彩的室內課，並接受來自美國的職業青
訓教練的輔導。據悉，今年的室內課將包括
營養健康課、財商課、手工課、世界盃小知
識課堂等內容，致力於拓寬孩子們的視野，
讓他們除了在籃球場上揮灑汗水外，還能學
習和掌握更多的技能。
■新華社

王簡嘉禾橫掃二青會女 800 自

■王簡嘉禾在比賽後。

長

話

在日前進行的第二屆全國青年運
動會游泳比賽中，女子 800 米自由泳
亞洲紀錄保持者王簡嘉禾以 8 分 33
秒 48 的成績奪冠，捍衛了自己在這
個項目的統治。東道主太原泳校隊
狂攬三金成當日最大贏家。
本屆青運會游泳項目已進行至第
四個比賽日，王簡嘉禾僅在首日女
子甲組 400 米自由泳比賽中斬獲一塊
金牌。在日前的 800 米自由泳決賽
中 ， 17 歲 的 她 再 次 以 絕 對 優 勢 奪
冠，另一名中國泳壇新生代小花李
冰潔奪得第四。「這個成績算是在
預期之內，大家都發揮出了最好的
新華社 水平。」王簡嘉禾說，下一階段將

短

按照教練安排備戰東京奧運會，爭
取取得好成績。
是日比賽共產生 9 塊金牌，太原泳
校隊一舉奪得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
女子甲組 100 米蛙泳和女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三塊金牌。此前奪冠熱門
浙江代表團的吳卿風和余依婷均在
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中敗給 14 歲的王
一淳。在女子甲組 100 米蛙泳中奪冠
的山西本土選手楊暢賽後表示，主
場作戰壓力確實是有，但勝在了心
態：「之前在自己主項上細節出了
問題，沒有拿到金牌，今天在這個
項目把金牌爭回來了，感覺自己爭
了一口氣。」
■新華社

說

中國女排前國手楊方旭禁賽四年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反興奮劑中心日前公佈三起興奮劑違
規，其中中國女排前國手楊方旭涉禁藥，被禁賽四年。出
生於 1994 年 10 月的楊方旭司職接應二傳，先後入選女排
國青隊、國家隊，獲得全運會女排冠軍、女排世青賽冠
軍、女排世錦賽亞軍等，在 2016 年里約奧運會中隨隊獲
得冠軍。她與朱婷在同一批國青隊成長起來，是中國女排
的替補奇兵。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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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男籃官宣周琦歸隊

姚基金全國賽貴州揭開戰幕

整個夏天，「大魔王」周琦的
去向都牽動着多支 CBA 勁旅和
眾多球迷的心。作為周琦征戰
CBA的老東家，新疆廣匯男籃日
前發佈消息稱，周琦已與新疆男
籃完成簽約，只待向 CBA 聯賽
正式報送註冊材料，經審核、公
示後，周琦便可身披新疆隊戰袍
重返CBA賽場。
在這條題為「周琦回來了」的
官宣消息中，新疆男籃對周琦在
2016-2017 球季總決賽上帶傷出
戰表示稱讚，該季周琦幫助新疆
男籃奪得了球隊歷史首座 CBA
總冠軍獎盃。奪冠後，周琦赴美
加 盟 NBA 侯 斯 頓 火 箭 。 在
2017-2018 球季期間，周琦共為
火箭出戰 19 場，場均上場 6.5 分
鐘，貢獻 1.3 分、1.2 個
籃板和 0.1 次助攻，其餘
時間則在為 NBA 發展聯
盟的毒蛇隊効力。
自周琦決定重返國內
籃壇以來，關於他的轉
會傳聞就未曾間斷，引
起外界廣泛關注。今年 4

月，CBA公司做出裁決表示，周
琦如果在下季回到 CBA 賽場，
那麼新疆男籃享有對周琦為期兩
年的優先註冊權或獨家簽約權。
新疆男籃在本次官宣中表示，球
會與周琦就簽署合約細節進行了
多次溝通和交流，並在遵守CBA
相關合同制度要求的前提下表達
出高度誠意。而周琦出於對個人
職業規劃的嚴謹、認真的訴求和
對母隊的濃厚感情，最終雙方完
成簽約。
目前，周琦正隨國家男籃備戰
2019男籃世界盃，新疆男籃在官
宣中表示，希望周琦全力以赴投
入集訓備戰，力爭以最佳狀態迎
接世盃，為中國男籃爭取佳績作
出貢獻。
■新華社

■周琦正為國家隊備戰
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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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獲東奧場地障礙賽團體資格

中國隊日前
在荷蘭西南部
的法爾肯斯瓦
德舉行的國際
馬聯東京奧運
會場地障礙團
體資格賽 G 組
比賽中獲得第
二名的好成
績，從而取得
了寶貴的東京
奧運會入場
券。
這是繼中國
馬術三項隊獲
得東京奧運會
■隊長劉同晏帶領隊伍取得東
參賽資格後，
奧資格。
新華社
中國隊在馬術
項目中獲得的又一個突破，也是中國場地障礙
隊以東道主的身份參加 2008 年奧運會後，第二
次出現在奧運賽場。
G組的比賽有六支隊伍參加，除中國隊外，還
有新西蘭、韓國、菲律賓、中國香港和中國台
北，獲得前兩名的隊伍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
中國隊派出李振強、李耀鋒、劉同晏和張佑參
賽，最後四人發揮出色，以 47 個罰分的成績獲
得第二。新西蘭隊以 17 個罰分遙遙領先，最後

穩居第一。
第一個出場的李耀鋒賽後說：「中國隊將再
次參加奧運會場地障礙賽團體項目的比賽，說
明我們在過去 10 年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我相
信將來會有更多的人參與到這項精彩的運動中
來，為了這次比賽，我們準備了一年多。」
李振強是李耀鋒的父親，51 歲的他曾代表中
國隊參加過北京奧運會，他當天發揮出色，兩
輪比賽只有六個罰分。他賽後說：「過去 10 多
年來，我和兒子一起訓練，一起比賽，現在取
得這個成績我非常激動，證明付出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
他還說：「北京奧運會是終生難忘的記憶，
但這次的入圍更具歷史意義，因為上次是作為
東道主參賽，這次我們通過努力獲得了出線資
格。這也說明馬術運動最近幾年在中國取得了
巨大進步。」
隊長劉同晏說：「獲得參賽資格只是漫長征
程的第一步，我們與世界最強的騎手之間還有
很大的差距，我希望中國隊能夠走得更遠更
好。」
18 歲的張佑是中國隊中最年輕的騎手，他當
天與坐騎「愷撒」收穫八個罰分，他賽後說：
「與全隊取得這樣的成績感覺太好了，這是中
國隊首次通過預選賽獲得奧運會的參賽資格，
能夠參加東京奧運會令人激動，我也期那一天
的到來。」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