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2020年河南
省線上親子體育活
動（右圖）暨鄭州
市幼兒體育活動月
於6月30日圓滿收
官，共有 800多個
幼兒家庭參與線上
視頻展示，拍攝了
充滿童趣、活力十足的親子體育視頻，掀起了一
場「線上親子運動」熱潮。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下，河南省體育局決

定在鄭州等5個地
市開展2020年線上
親子體育活動，引
導廣大幼兒青少年
家庭重視體育鍛
煉，提高幼兒青少
年身體素質和抵抗
力、免疫力，促進
幼兒青少年身心健
康快樂成長。該活

動活動於6月1日兒童節啟動，截至6月30日下
午2時，累計33萬人次「圍觀」本次活動的線上
直播和視頻展示。

面對眼前一同
訓 練 的 「00
後」，宮金傑會
想起在里約奧運
會身着火紅戰
袍，頭頂穆桂英
臉譜奪金的美妙
時刻。那是自行
車王國——中國
首枚自行車項目
奧會金牌。
「起來……再

堅持一組……」
體能教練的催促
讓宮金傑意識到，眼下最要緊的仍是與產後腹直
肌分離對抗。闊別賽場四年，誕下兩個寶寶，34
歲已非黃金年齡，她卻執意復出。
「復出這3個月，身體機能已經接近生寶寶之

前了。」宮金傑接受採訪時說，她的目標是在明
年舉辦的中國全運會上拿金牌，彌補全運會無金
的遺憾。

復出之路困難
重重，對於「寶
媽」更是如此。
初次流露復出之
意，便遭到家人
一致反對。不
過，她很執拗，
每天堅持訓練，
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在家也不耽
誤，最終感動了
家人。
今年是全運會

積分年，宮金傑
對訓練層層加碼，初期的恢復無疑是最艱難的。
宮金傑將全運會新增的個人250米計時賽作為

主攻項目之一。「以前我們是兩個人完成（500
米）的團隊組合，現在我自己騎完一圈就是一個
項目，這是我的強項、特長。」她說。
對於東京奧運會，宮金傑時刻準備着。「如果

機會來了，我一定會把握住。」她說。■中新社

CBA公司當日發布了這場
比賽最後兩分鐘的執

裁報告，認定北京隊球員林書
豪在比賽最後3秒時有一次進攻
犯規被漏判。7月1日，CBA公
司開出罰單，對6月30日在比
賽中有指責裁判員等違規行為
的浙江稠州俱樂部總經理方
俊、山東西王隊主教練鞏曉彬
進行處罰。

研究調整即時回放範圍
究竟是裁判員的執法水平受到
了挑戰，還是裁判員的執法權威
受到了挑戰？記者為此採訪了
CBA公司相關部門負責人。
該負責人說：「在北京首鋼
隊與浙江稠州銀行隊這場比賽
裏，最後3秒時裁判員漏掉了北
京隊林書豪的進攻犯規。這個
判罰直接影響了比賽結果，屬
於重大漏判；這個重大漏判也
直接導致了在比賽還剩下0.6秒
時，浙江隊球隊席人員指責裁
判員的行為。裁判員就比賽剩
餘時間進行了即時回放，確認
比賽剩餘時間；但根據現有
CBA聯賽特殊規定及解釋，除
非是技術犯規、違體犯規或取
消比賽資格犯規，裁判員無法
根據即時回放，就普通進攻犯
規進行補判或者改判。隨着季
後賽12進8和8進4單敗的賽制
調整，CBA裁判辦公室正在研
究是否適度調整關鍵時刻決定
比賽結果的即時回放範圍，也
會廣泛徵求各方意見之後做出

審慎決定。」
該負責人透露，針對復賽以

來出現的有關裁判員判罰的一
些錯誤和爭議，CBA公司裁判
辦公室每天均組織在賽區執裁
的裁判員和技術代表，進行專
門的學習和總結。

絕大多數裁判表現穩定
這位負責人介紹說，從整體

來看，本賽季CBA聯賽復賽以
來，裁判員的表現還是基本達
到了預期。客觀而言，CBA裁
判群體正處於新老交替期，一
些年輕裁判在技術水平和經驗
上都需要提高，裁判隊伍的建
設面臨長期挑戰，加上復賽之
後比賽爭奪相當激烈，截至6月
30日在已經結束的 58場比賽
中，有13場比賽觸發了發布最
後兩分鐘執裁報告的條件（第
四節或決勝期最後2分鐘及以
內，分差在5分及以內）。但總
體來說，絕大多數比賽中裁判
員的執裁表現還是相當穩定
的。
同時，這位負責人強調，裁

判員在執裁比賽時的權威性是
不容質疑的，賽場秩序是確保
一切比賽順利進行的基礎，這
對於整個聯賽的品牌、比賽秩
序的建立、聯賽的長期穩定發
展均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我
們必須要尊重裁判員在賽場上
做出的判罰，否則賽場秩序無
從管理，只能出現惡性循環的
亂象。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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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CBA聯賽（中國男籃

職業聯賽）復賽後的比賽愈深

入，各支球隊之間的爭奪愈發

激烈，比賽中裁判員的判罰也

成為焦點，6月30日北京首鋼

以92：90險勝浙江稠州銀行後，終場前最後時

刻當值裁判的判罰更是引發諸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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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浙一役 林書豪最後3秒進攻犯規

■■ 加維蘭在熱身賽建功加維蘭在熱身賽建功，，助傑志以助傑志以
33：：00勝晉峰勝晉峰。。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浙江主帥劉維偉浙江主帥劉維偉（（右二右二））向裁判表達不滿向裁判表達不滿。。 新華社新華社

■■林書豪林書豪（（左左））助北京首鋼以助北京首鋼以9292：：9090險勝浙江稠州銀行險勝浙江稠州銀行。。 新華社新華社

■■裁判於開賽前指北京首鋼隊球員穿戴不規範裁判於開賽前指北京首鋼隊球員穿戴不規範。。 新華社新華社

CBA昨日賽果
浙江 114：97 同曦
青島 83：126 上海
山西 97：79 天津
遼寧 110：125 廣廈
北控 78：73 四川

CBA今日賽程
開賽時間 主隊 VS 客隊 賽區
15:30 八一 VS 北京 青島
16:00 山東 VS 吉林 東莞
19:35 同曦 VS 新疆 青島
20:00 江蘇 VS 廣東 東莞

三天前剛加冕CBA常規賽籃板王的中國籃
球名將易建聯，7月1日晚再獲得CBA常規賽
得分王。廣東隊當晚也以136：91大勝北京北
控隊，以20連勝在積分榜上遙遙領先。
CBA復賽1日晚在廣東東莞賽區進行當日的

焦點之戰，由目前排名第一的廣東隊迎戰排名
第四的北京北控。在去年的12月15日，正是
由馬貝利執教的北京北控終結了廣東隊的12
連勝。此戰之前，易建聯在CBA常規賽的總
得分9,257分，距離位居第一的劉煒（9,275
分）僅有18分之差。而在本賽季此前的賽事
中，易建聯場均獲得20.5分。
再次面對已19連勝的廣東隊，北京北控的

弗格、孫悅、王少傑三員大將傷停，致使廣東
隊從此役開始就佔據絕對優勢，上半場以
81：53大比分領先，易建聯獲得11分。
第三節，易建聯狀態下降，單節僅得兩分。

第四節，易建聯重新找回手感，隨着在終場前
5分半鐘時的一記入樽，將自己本場得分擴大
至20分，以9,277分超越劉煒成為常規賽得分
王，成為將CBA總得分王、總籃板王、常規
賽得分王、常規賽籃板王以及總決賽籃板王集
於一身的CBA第一人。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黎永淦）踏入 7
月，港超球會陸續復
操，備戰下月復戰的賽
事。扣除4支退賽球會
賽果後，成為包尾大幡
的愉園，證實將會以華
人鋒線征戰下半季港
超，主教練鮑家耀承認

前景十分困難，唯望能以速度及體能
彌補不足。
減去和富大埔、香港飛馬、佳聯元

朗及標準流浪的聯賽成績後，5戰皆北
的愉園便敬陪末席，距離最接近的冠
忠南區有7分差距。由於愉園在各項
盃賽都已出局，聯賽也豁免了降班，
餘下球季甚有「陪太子讀書」意味。
上半季効力愉園的外援摩域治、加

維蘭、馬希卡歷及拉高域都不獲續

約，只有巴西中堅盧斯安奴留隊，佳
聯元朗中場米基爾則會在9月才加
盟。主教練鮑家耀稱球會無意再增
援：「未來只得一個盧斯安奴，前線
要靠華人了。」礙於形勢，他承認球
隊部署上會有掣肘：「只能以做好防
守為目標，不想失球太多，令球員失
去信心。餘下幾場對手都很強，我們
也不能經常前場壓逼，以免暴露太多
空間予對手。始終華人身型會輸蝕，
希望用速度及體能彌補不足。」

傑志宣布簽入多名新兵
另外，已復操一周的傑志昨晨與港

甲「一哥」晉峰踢了一場熱身賽。傑
志新兵加維蘭、彭林林、何振廷及陸
建嗚都有上陣；約滿東方龍獅的陳靜
謙也有為晉峰披甲。最終傑志憑加維
蘭、陳晉一及唐曉峰的入球大勝3：0。

傍晚時分傑志發出新聞稿，宣布簽
入杜馬思及上述幾位新兵，何振廷則
為外借回收。巴西籍的杜馬思在2013
年來港發展，司職中堅的他曾効力佳
聯元朗、冠忠南區等本地球會，待今
年完成連續居港滿七年的條件後，將
會申領香港特區護照。

愉園愉園IN & OUTIN & OUT
IN

曾至孝 30歲 後衛
米基爾 27歲 中場

OUT
摩域治 34歲 後衛
黃榮傑 30歲 中場
加維蘭 29歲 前鋒
馬希卡歷 28歲 中場
拉高域 27歲 前鋒
亞歷斯祖 21歲 後衛

易建聯加冕
CBA常規賽得分王

奧運冠軍宮金傑重返賽場

CBA
承
認
屬
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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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華人鋒線續征港超

河南省線上親子體育活動收官

■■曾至孝曾至孝（（左四左四））是現時愉園唯一新兵是現時愉園唯一新兵。。

■■ 奧運冠軍宮金傑奧運冠軍宮金傑77月月11日在日在
吉林長春隨隊訓練吉林長春隨隊訓練。。 中新社中新社

■■ 易建聯在易建聯在
終場前終場前55分半分半
鐘時入樽得鐘時入樽得
分分。。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