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中
山報道）為期四天的2019年「熊貓
盃」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棒壘球賽
暨慢投壘球聯盟賽1日在「中
山國際棒球小鎮」東昇鎮落
幕，來自粵港澳大灣區16支
青少年棒壘球賽參與角逐，其
中，來自香港的不同球隊，分
別參加了棒球賽和慢投壘球
賽。
本次比賽有來自中山、深

圳、廣州、香港的U12和U18
青少年棒球隊共計8支，以及

來自澳門、香港、中山、廣州、深
圳、惠州、東莞、珠海的8支慢投壘
球隊伍參賽。充滿青春活力的棒壘球

健兒在「中山國際棒球小鎮」東昇鎮
進行了四天激烈的角逐。在青少年棒
球的賽事中，作為東道主的中山隊伍

表現搶眼，中山熊貓棒球隊獲
得了U12組別的冠軍，廣州市
代表隊和深圳市代表隊分列
二、三名。在青少年棒球U18
組的比賽中，中山市棒球隊奪
得了冠軍，深圳市業餘體校和
廣州市棒球隊分別獲得亞軍和
季軍。慢投壘球賽事的桂冠則
被東莞隊贏得，廣州隊位居第
二。

韓跑手大嶼山54公里封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曉莉）香港50系列賽─
大嶼山50，於剛剛過去的
周日在東涌開跑，這亦是
香港50系列賽的第二站。
該賽事曾三度獲選為「亞
洲Skyrunning冠軍賽」，
因此吸引不少本地及國際
精英跑手挑戰。今屆賽事的54公里男子組冠軍，由韓國的金志
燮（見圖）以6小時3分47秒衝線奪得，比去年快4分36秒。
女子組首名則屬於日本的上田彩香，她以8小時28分22秒完成
賽事，香港女跑手莊穎怡以8小時34分07秒屈居第二。
香港50越野跑系列賽共有四場賽事，包括港島的50公里

組別和其餘三場的54公里組別。

AFC年度頒獎會展舉行 足總獲發展獎

遵循足球規律 助力國家隊

■■前巴西球員艾克森入籍中前巴西球員艾克森入籍中
國國，，並助恒大奪冠並助恒大奪冠。。新華社新華社

短說
長話

■■廣州恒大重奪中超冠軍廣州恒大重奪中超冠軍，，成為成為「「八冠王八冠王」」。。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足球超級聯賽最終積分榜
排名 球隊 走勢 勝 平 負 積分
1 廣州恒大 - 23 3 4 72
2 北京國安 - 23 1 6 70
3 上海上港 - 20 6 4 66
4 江蘇蘇寧 1 15 8 7 53
5 山東魯能 1 15 6 9 51
6 武漢卓爾 - 12 8 10 44
7 天津泰達 - 12 5 13 41
8 河南建業 - 11 8 11 41
9 大連一方 1 10 8 12 38
10 重慶斯威 1 9 9 12 36
11 河北華夏 2 9 6 15 33
12 廣州富力 1 9 5 16 32
13 上海申花 1 8 7 16 30
14 天津天海 - 4 13 13 25
15 深圳佳兆業 - 4 9 17 21
16 北京人和 - 3 5 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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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的扎哈維富力的扎哈維
（（左左））以以2929球創造球創造
中超單賽季進球中超單賽季進球
紀錄紀錄。。 新華社新華社其實，本賽季中超的爭冠局面堪稱近

幾年中最激烈的，失去了武磊的衛
冕冠軍上海上港直到倒數第二輪才「掉
隊」，而北京國安將爭冠希望一直維持到
終局，最終只能看着不再犯錯的廣州恒大
成就八冠王偉業。
其他紀錄也在「更新」：北京人和遭
遇「二年級魔咒」，他們自第12輪之後
一場未勝，最終以創下新低的14分降
級；廣州富力的扎哈維以29球創造中超
單賽季進球紀錄，也正是他的超神表
現，讓賽季狂丟72球的富力輕鬆保級；
江蘇蘇寧老將汪嵩則刷新了頂級聯賽出
場紀錄，還創造了連續18個賽季進球的
紀錄。

聯賽依然堪稱精彩，產生了不少紀錄和
經典比賽，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賽季奪
人眼球的話題很多並非由此而來。如果評
選本賽季最大話題，歸化球員大概會排在
第一位，其他如職業裁判、梯隊建設、
U23和外援政策、限薪令等等，也都曾是
一時熱點。

歸化球員 限薪令等成熱話
而所有這些，就如同賽季開始前通過的
工資帽等政策一樣，都在悄無聲息但又深
刻地改變着聯賽。
總體來說，這些改變的大方向並沒有什

麼問題，其中強制建設梯隊等舉措更是關
乎中國足球未來的關鍵大計，值得堅持走

下去。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變化」總
是來得有些突然，令人有朝令夕改之感。
要知道，俱樂部備戰聯賽是一件非常系統
漫長的事情，一些政策的忽然變化也許有
合理性，但也會令很多俱樂部無所適從。
當然，中超聯賽經過前幾年的迅猛發

展，確實也到了一個需要整頓一下再出發
的階段，從這個角度看，這個「變革期」
的到來恰逢其時，尤其是在職業聯盟呼之
欲出的當下。

政策制定與實施是一大課題
那麼，如何順利度過這樣一個「變革

期」，讓中超能繼續穩定繁榮地走下去，
同時也能為中國足球尤其是國家隊提供更

多助力，是擺在中超聯賽面前的一大課
題。
這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政策的制定

和實施。2019賽季已經結束，距離新
賽季還有三個月的時間，如果下賽季
是職業聯盟來接手中超，那麼留給他
們的時間其實並不是很多，要沿用哪
些政策，要實行哪些新政，這些都
不是一拍腦袋就能決定的事情。
其實，一切關於中國足球發展的

「康莊大道」都已經在足改方案之
中了，對中超聯賽來說，遵循足
球規律是第一位的，一切揠苗助
長的政策或想法最終都只會害了
中國足球。 ■新華社

■■武大靖武大靖（（左左））衝過終點後與衝過終點後與
隊友安凱慶祝隊友安凱慶祝。。 新華社新華社

短道速滑世界盃名古屋站1日進入最
後一個比賽日，中國隊勇奪男子5000
米接力冠軍，韓雨桐獲得女子1500米
第二次比賽銅牌。中國隊以1金1銅的
成績結束本站比賽。
當天由武大靖、任子威、韓天宇和安

凱組成的中國男子接力隊力克韓國隊和
俄羅斯隊，以7分02秒759的成績摘得
男子5000米接力冠軍。

女子1500米第二次比賽決賽中，荷蘭選手舒
爾婷在最後兩圈時鎖定領先位置，用時2分30秒
906第一個衝過終點線。加拿大選手薩羅特、中
國選手韓雨桐分列二三位，另一名中國選手張雨
婷排名第五。
男子1500米第二次比賽決賽，韓國選手朴智
元奪得冠軍。中國選手安凱在最後一個彎道與其
他選手發生碰撞，最終獲得第六名。
女子500米比賽，加拿大選手布廷再次用金牌
鞏固了自己在該項目中的霸主地位，這是她本賽
季在這一項目上的三連冠。意大利老將豐塔納獲
得亞軍，季軍則被在前一天比賽中獲得女子
1500米第一次比賽金牌的韓國選手金智有摘
得。
男子500米比賽中，匈牙利選手劉少昂將冠軍
收入囊中，他從起跑開始一路領先，後程不斷加
速將對手遠遠甩在身後，最終一邊鼓掌一邊輕鬆
滑過終點。俄羅斯選手西特尼科夫和韓國選手朴
在旭獲得該項目二三名。
女子3000米接力比賽中，意大利隊、加拿大

隊和俄羅斯隊分獲前三名。
12月6日至8日短道速滑世界盃上海站將在上
海東方體育中心體育館進行。 ■新華社 ■■韓雨桐獲女子韓雨桐獲女子15001500米銅牌米銅牌。。 新華社新華社

電競上海大師賽完美收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夏微 上海
報道）1日晚間，
隨着最後一個比賽
項目《守望先鋒》
大師邀請賽的落
幕，本屆電競上海
大師賽也圓滿收
官。來自內地的四支《守望先鋒聯賽》隊伍，杭州閃電
隊、上海龍之隊、成都獵人隊和廣州衝鋒隊，經過激烈
角逐，最終由上海龍之隊（見圖）拿7勝主場奪冠。
本次2019電競上海大師賽四天賽事，超過5000人
次觀眾現場觀賽。單天單個平台在線觀看人數峰值在
180至200萬，四天網絡觀看人數超過3000萬次。

2019賽季中超聯賽隨着廣州恒

大實現八冠王偉業落下帷幕。回

顧這個賽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不是恒大、國安、上港激烈的爭

冠「三國殺」，也不是扎哈維創

造的29球新進球紀錄，反倒是歸

化球員、U23和外援政策、限薪

令等政策層面的東西。這似乎昭

示着中超正處於變革期之中，眼

下最重要的是找準方向，堅定不

移地遵循足球規律搞聯賽。

中國奪5000米接力冠軍短
道
世
盃

大灣區青少年棒壘賽中山落幕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棒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棒
壘球賽在中山舉行壘球賽在中山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亞洲足協
（AFC）年度頒獎禮昨晚於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新翼舉行，香港足總獲頒發「亞洲足協年
度發展獎」，以表揚其在2019年度對足球發
展的成績。此外，香港足總也宣佈與日本足
球協會續訂合作協議，會長霍震霆昨日並與
日本足協會長田嶋幸三進行簽署儀式。
一年一度的亞洲足協年度頒獎禮首次在港

舉行，雖因香港近日社會動盪，頒獎禮宣傳
工作只低調進行，但這個預算經費達3000萬
港元的盛會，仍然辦得有聲有色。現場大舞
台也特別加入具香港特色的佈置及設計。頒
獎禮開始前，現場先安排夜光龍獅表演，開
場時間也邀得元老級女歌星葉蒨文演唱助

興。結果香港足總力壓朝鮮及新加坡足協獲
得「亞洲足協年度發展總會獎」，在亞洲草
根足球發展獎則名列三甲，獎項最終落入新
加坡足協手上。
中國足協昨晚也有獎項落袋，成功壓過日

本及馬來西亞足協獲得「亞洲足協草根足球
激勵獎」。惟女足國腳李影卻在「亞洲足球
小姐」不敵日本的熊谷紗希；「亞洲足球先
生」則由卡塔爾的阿菲夫當選。此外，効力
英超熱刺的孫興民也獲選「最佳海外球
員」，惟他未有親臨領獎。
此外，香港足總由2016年開始，已跟日本
足協簽訂合作協議，新一年協議昨日更新，
並簽約作實。■■中國足協獲草根足球激勵獎中國足協獲草根足球激勵獎，，亞足協代表亞足協代表

（（右右））代領獎代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足總獲年度發展獎香港足總獲年度發展獎，，會長霍震霆會長霍震霆（（左左））代表代表
領獎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