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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打比賽擁有極強實力的印尼
日前宣布退出湯優盃。
日前宣布退出湯優盃
。 資料圖片

日終於面對現實，宣布原定下月 3 至 11 日舉行的 2020 年度湯姆斯盃世
界羽毛球男子團體錦標賽（湯盃）及優霸盃世界羽毛球女子團體錦標賽
（優盃）延期，而且不會在 2021 年前補賽。

由於世界各地新冠疫情仍未平息，丹麥又
豁免入境隔離限制，儘管世界羽聯此前
曾保證，以球員及其他人員的健康安全為首要
考慮，但中國台北、泰國、澳洲、韓國、俄羅
斯，甚至是 13 屆湯盃冠軍及 4 屆優盃盟主印
尼，都為安全起見先後宣布退出比賽，就連
後補身份的香港隊也不願冒險，令世界羽聯
及主辦機構丹麥羽協不得不叫停賽事。
就在幾天前，丹麥羽毛球名宿、在國
際羽壇仍具影響力的弗羅斯特，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和眾多羽毛球
愛好者都很期待國際比賽的重啟，比
賽終究要復辦的，我作為 8 次丹麥公
開賽冠軍得主，對於長時間的休戰後
得以從丹麥開賽，會感到很自豪。丹
麥已經舉辦了一項電視直播的羽球
比賽，足球超級聯賽也在觀眾的參
與下重燃戰火，手球也在開放給觀
眾的情況下進行，雖然不是滿額，
但是在安全的數量以確保社交距
離的情況下進行的。」

不過，世界羽聯日前召開線上緊急會議，
考慮到多支球隊退出，即使找來替補隊伍，
也無法湊足 16 隊，而且勢將影響這項羽壇最
高級別團體賽的認受性，最終決定宣布再次
延期。世界羽聯公告指出：「這項決定是在
眾多參賽隊伍退出湯優盃決賽圈，以及調整
後的世界巡迴賽歐洲站後做出的，我們會竭
盡全力維護所有參與者的健康和安全。」

丹麥公開賽次站取消
這也是今屆湯優盃第3度延期，比賽原訂在
5 月 16 日至 24 日進行，但疫情爆發後先將賽
期改到 8 月 15 日至 23 日，接着又第二度延至
10 月 3 日至 11 日。世界羽聯稱，仍在尋找恰
當的日期補賽，但不會早於 2021 年，意味着
不會在今年舉辦。不過原定於 10 月 13 日至 18
日舉行的丹麥羽球公開賽，則會按計劃舉
行，但第 2 站的丹麥公開賽（10 月 20 日至 25
日）則會取消。至於此前計劃中在亞洲舉行
的另外 2 站巡迴賽，以及年終總決賽最終命
運，則有待世界羽聯的進一步宣布。

廣馬12月如期舉行 料 3 萬人參與
去幾屆都有40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選手參
加，不過，當前國外
疫情仍未明顯好轉，
今年廣馬在邀請國外
選手方面，將有一定
的限制。
廣州市體育局副局長吳民春（
（中）。
「對於進入中國大 ■廣州市體育局副局長吳民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陸的選手，需要隔離
14 天。同時，包括國
內選手在內，要求接受核酸檢測，賽前一 迴賽總決賽原計劃於11月下旬在廣州天河
周內有效。」吳民春說，組委會正與公安 體育館舉辦。吳民春表示，廣州正與中國
和衞生等部門協商制定方案。
羽協和世界羽聯保持密切溝通，後者希望
另外，除了廣馬，2020 年世界羽毛球巡 總決賽今年能夠繼續辦。

限期到足總未覆 富力昨停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距離
周六港超復賽尚餘幾天時間，足總仍未
能對外公布賽程，至於以周一為限期要
求足總回應不滿，否則便會退出的富力
R&F，昨日則暫停操練一天。
港超富豪球會富力 R&F 因不滿足總
未有公布復賽詳情，以及未能在真草場
地練習等，過去兩周連環發出公開信炮
轟足總。球會更以本周一為限期要求回
應，不過足總昨日仍未能落實詳情，只
對傳媒表示：「暫時預計情況是樂觀

的，但一切仍等待最後的決策部門確
認。」
據悉足總本周六、日及下周一都會
安排賽事，地點分別為將軍澳運動場及
香港大球場；下一輪 3 仗則會移師到小
西灣運動場上演；旺角場稍後亦會安排
一場盃賽決賽及最少 2 場聯賽。有報道
指周六的「揭幕戰」會在將軍澳運動場
進行，由傑志硬撼東方龍獅，富力
威脅退出港超復賽的富力R&F
R&F昨日暫停操練一
昨日暫停操練一
R&F 及冠忠南區翌日再在同一場地對 ■威脅退出港超復賽的富力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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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與上海兩支女足
大打出手。
大打出手
。 視頻截圖

由於補時階段兩
支球隊大打出手，
中國足協 14 日對上
海女足和武漢女足
開 出 重 磅 「 罰
單」，上海女足外
援卡米拉更是被停
賽 10 場，罰款 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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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農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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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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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2 日女足超級聯賽在昆明進行了第七輪第 31 場比
賽，前六輪均無敗績的武漢車都江大隊與上海農商銀
行隊爭奪積分榜頭名，這場榜首之爭「火藥味」十
足。
比賽進行至第 91 分鐘時，取得三球領先的武漢女
足在中場攔截動作較大，引發上海隊不滿，場上球員
糾纏在一起，主裁判出示紅牌罰下了武漢隊的呂悅雲
以及上海隊的李佳悅。
三分鐘後，在一次角球進攻中，上海隊外援卡米拉
門前伸出一腳將武漢隊防守隊員放倒，被裁判直接出
示紅牌。意想不到的是，情緒失控的卡米拉轉過身來
猛力擊打對手，雙方球員圍在一起發生激烈衝突，甚
至連場下的替補隊員和官員都進入場內。
最終武漢隊以 3：0 獲勝，升至積分榜首位，上海
隊則降至積分榜次席。
中國足協 14 日發出公告稱，武漢隊呂悅雲在比賽
停止後蹬踹對方球員，停賽 4 場，罰款 8,000 元；球
隊官員徐山在比賽停止後衝進場內用力推倒對方球
員，禁止進入替補席 10 個月，罰款 10 萬元，並對球
隊罰款20萬元。
上海女足方面，李佳悅在比賽停止後用力推對方球
員，停賽 4 場，罰款 8,000 元；卡米拉使用過分力量
踢對方球員，在被裁判員出示紅牌罰令出場後，揮拳
用力擊打對方球員，導致雙方替補席人員衝進場內形
成混亂局面，停賽10場，罰款2萬元。
同時，上海隊官員許健因指責並威脅裁判員，從而
禁止進入替補席 5 場，罰款 2.5 萬元；王欽清在比賽
停止後衝進場內揮拳擊打對方球員，被禁止進入替補
席 15 個月，罰款 15 萬元。同時對上海隊罰款 20 萬
元。
■中新社

足 協 開 重 磅 罰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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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以3：0戰勝瑞昌奪得羽超冠軍。

女超大打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疫情發生以來，國內外馬拉松賽紛紛
取消或延期舉行。昨日，廣州市體育局副
局長吳民春在廣州市政府新聞辦發布會上
宣布，作為國際田聯金標賽事和中國田協
金牌賽事，2020 廣州馬拉松賽（廣馬）將
於 12 月 13 日如期舉行，目前，廣州正以 3
萬人參跑的目標去籌備大賽，這也是往屆
廣馬的參賽規模。
吳民春表示，廣州積極籌備今年的廣
馬，已經做出了初步方案。根據計劃，
2020 廣州馬拉松仍將按原定的每年 12 月
第二個周末舉行，時間為12月13日。
作為國際性大型馬拉松賽事，廣馬在過

羽超落幕 青島挫瑞昌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在多支球隊拒絕參戰後，世界羽聯昨

歷經 17 天的激戰，2020「中國光大盃」中國羽毛球
俱樂部超級聯賽於 14 日晚圓滿落幕。在當晚的冠軍爭
奪戰中，擁有 9 位世界冠軍、陣容豪華的青島仁洲俱
樂部隊以 3：0 戰勝瑞昌碧源隊，如願捧起羽超聯賽的
冠軍獎盃。
賽後，中國羽毛球協會主席張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本屆羽超聯賽是在特殊時期舉辦的賽事，也是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羽協舉辦的第一項國內
頂級賽事。儘管挑戰重重，但是賽事各方組織力量在
短時間內便圓滿完成了賽事準備工作，尤其是在疫情
防控方面，前後三次核酸檢測確保了羽超的絕對安
全。「回顧本屆羽超聯賽從籌辦到今晚結束，上至國
家體育總局、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及體育局，下至 8
支參賽俱樂部和競賽組織、後勤保障等各方工作人員
及賽事贊助商，都給予了賽事主辦方大力的支持，我
在這裏要代表中國羽協感謝各方的辛苦努力，我也相
信，中國羽毛球的發展在大家的共同關心和幫助下一
定會越來越好。」張軍說。
此外，廈門特房 3：1 戰勝湖南華萊，奪得第三名，
湖南華萊名列第四。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