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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戰 四 季 四 大 皆 空

傳富力 R&F

今季大部分時間高踞聯賽榜首、最終卻再
次四大皆空的富豪球會富力 R&F，昨日傳出

退出港超

■富力
富力R&F
R&F傳面臨散班
傳面臨散班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會方決定退出港超的消息，旗下球員更急忙
尋求其他球會收留，以免淪為失業大軍。本
月 24 日展開的新球季，有可能進一步縮減至
8 隊，勢影響亞洲足協評分，香港球隊未來要
再出戰亞冠盃，機會更趨渺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由 2016 至 2017 球季空降港超，至今已征
富戰力 4R&F
季，總支出超過 1 億港元。今季球隊從和富大

埔重金挖來足球先生伊高沙托尼，並以 5,000 萬班費組
成巨型班，打破香港球壇紀錄。上半季富力 R&F 成績
平穩，大部分時間高踞聯賽榜首，也打入了足總盃決
賽；然而一場疫症，卻將球隊從爭冠邊緣拉下來。由於
3 支港超球會退出，足總決定取消有關球隊比賽賽果，
富力 R&F 已到手的分數歸零，主要競爭對手如傑志及
東方龍獅則乘勢而上，最終更在聯賽榜後來居上，富力
R&F 只獲季軍一席。在足總盃決賽，富力 R&F 也因為
主力球員離隊後「入不敷出」，兵源不足下不敵東方龍
獅屈居亞軍，連續4季四大皆空。
球隊在煞科日與東方龍獅悶和 0：0 後，主教練楊正
光賽後自稱「暫時仍是」球隊主帥，已惹來猜疑；昨日
再有圈中人爆出富力散班消息。新一季原本已接手協助
富力 R&F 合辦青年軍的標準流浪，其總監李輝立昨日
在fb若有所示，他寫上「香港足球將面臨冰河期，大災
難將至，陷入困境的職業教練球員，望誰打救呢？」他
在留言區再說「今朝聽到個消息都幾失落」及「人哋老
細出咁多錢養香港人，究竟做錯乜要畀你哋鬧走」，暗
示富力R&F因為球迷批評聲音而退出。

方龍獅或成
■煞科日對東
右）最後一
為 富 力 R&F （
新華社
場港超比賽。

理文或替補出戰亞協盃

傳富力球員四出搵班落
出手闊綽豪爽的富力 R&F 自空降港超後，大幅改善
了職、球員薪金水平，一旦散班將會嚴重影響到眾人生
計。主教練楊正光及主力盧均宜在接受傳媒查詢時，均
統一口徑稱「未收到球會通知」。不過同時又有圈中消
息指出，多名富力球員主動向其他球會查詢落班機會，
據悉林衍廷已向曾於夢想合作過的傑志助教梁志榮求
助。至於旗下外援如上季足球先生伊高沙托尼，因自知
返港落班機會不大，據說有意往中甲找機會。
由於亞洲足協對於每個地區頂級聯賽隊數有一套評分
準則，假若港超來季只得 8 隊，肯定會影響得分，甚至
失去日後參戰亞冠盃資格，影響非常深遠。

新華社

2020 賽季中國足協女足超級聯賽日前
在雲南昆明閉幕，擁有王霜、吳海燕、
王珊珊等多名國腳的武漢車都江大隊以
4：0 擊敗江蘇蘇寧女足，獲得隊史首個
女超聯賽冠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季女超聯賽
採取賽會制形式，共有 10 支球隊參賽，
於 8 月 23 日在雲南昆明開賽。在第一階
段的單循環賽比賽中，武漢女足獲得 8 勝
1 和的出色戰績，積分榜排名第 1，而江
蘇蘇寧女足則獲得 6 勝 3 負，排名第 4 驚
險進入爭冠組。
第二階段混合賽比賽中，爭冠組四支
球隊需要先進行單循環賽，積分排在前

唯有繼續裝備自己克服困難再接再厲。」
他又感謝在復賽期間作出犧牲的圈中人：「最辛
苦是職球員。他們失去了許多與家人和朋友共處的
時間，我自己也缺席了和家人於中秋做節，侄兒的 9
歲生日和 30 年朋友移民前的最後聚會。非常感謝這
段時間和我一起捱的職球員，同時亦多謝各位協助
是次復賽順利完成的足總同事，醫務顧問及政府人
員。」陳 Sir 最後恭喜傑志獲得冠軍，更揚言理文下
季會捲土重來，挑戰各項錦標！

兩位的球隊再進行決賽。最終，江蘇隊
擊敗了上海女足，與武漢女足在決賽相
遇。
這不僅是武漢女足隊史上首個聯賽冠
軍，也是中國足球進入職業化聯賽以
來，武漢足球獲得的首個頂級聯賽冠
軍。武漢籍國腳王霜賽後激動落淚，她
表示這個冠軍對球隊而言意義重大，尤
其是在今年受到疫情影響的情況下，球
隊三個多月一直沒有進行系統訓練，最
終能拿到冠軍非常不容易。
在稍早進行的季軍戰中，上海農商銀
行女足以 3：1 戰勝北京北控發展隊，獲 ■江蘇隊球員王曉雪（右一）與武漢隊球員特姆瓦
得本次女超聯賽季軍。
■中新社 （右二）在比賽中作爭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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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及12月各區球類運動校際比賽將取消。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天津首家 NBA 樂園日前
舉行開業典禮，前NBA球星馬貝利來到現場助陣，與小球迷們一
起體驗趣味互動，還親自指導了防守，運球和投籃的基本功。

勝 利 巡 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於昨日宣布，由於考慮到學校仍須維持半日上
課，及校隊長時間缺乏訓練，故決定取消原定
2020年11月及12月舉行的學界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表示，教育局 10 月 8 日的通
告指學校須繼續維持半天上課，經中學體育理事
會討論後，考慮到校隊過去一段較長時間缺乏訓
練，故決定取消 11 月及 12 月份舉行的中學校際
體育比賽，受影響賽事包括學界越野精英賽、港
九及新界各區越野校際賽、港九區校際劍擊團體
賽和各區球類運動校際比賽等。
學體會指出，如往後疫情出現緩和跡象，將考
慮在12月中及下旬舉行精英羽毛球和精英乒乓球
單打比賽，學體會將於11月下旬再行公布上述兩
項精英比賽及有關 2021 年 1 月或以後之活動安
排。學體會亦表明，因應疫情的發展，在有限的
資源下可能會調整比賽制度及參賽年齡組別。

球 星 助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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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學界比賽取消

2020 全國乒乓球錦標賽（以下簡稱「全錦賽」）早前落
幕，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作為
近幾年競爭水平最高的一次比賽，本屆全錦賽對隊伍有巨
大的鍛煉價值，也給未來的訓練和比賽指明了方向。
劉國梁表示，疫情防控常態化下舉辦的本屆全錦賽跟平時
完全不一樣，不管辦賽還是參賽，都增加了很大的困難和挑
戰。「賽事舉辦得非常成功，對疫情期間賽事重啟以及隊伍
的鍛煉是巨大的。這次全國比賽是近幾年中大家投入最多、
最專注、主力隊員參加最多、競爭水平最高的一次比賽。」
大滿貫得主馬龍在男團、男雙和男單三個項目上均晉級
決賽。劉國梁點評道，馬龍身上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不管
年齡的增長，或是成就到達怎樣的高度，他依然孜孜不倦
地熱愛、投入、專注和自我要求，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劉
國梁表示，從隊伍發展上來說，樊振東、許昕、梁靖崑、
林高遠、王楚欽都展現出了自身水平。年輕隊員的衝擊力
和打法先進性有很明顯的提升，但在閱讀比賽、處理球的
合理性和心態調節方面還需要改變。
女子方面，丁寧、劉詩雯沒有參賽，陳夢、孫穎莎和王曼
昱基本上展現了較強的實力，其中女單項目陳夢顯得更突出
一些。「看出來這幾個隊員的基本功和實力還是有，但在細
節、調節、節奏和比賽閱讀上還欠缺着一定火候，需要一些
國際大賽的檢驗，才能夠和技術相匹配。」劉國梁說。
劉國梁表示，本次全國比賽是一次大練兵，疫情期間長
期集訓後，大家看到
■劉國梁點名稱讚
了一些進步，同時也
馬龍。
馬龍
。
新華社
看到一些不足。希
望隊員們通過本次
全國比賽為即將重啟
的國際賽事做好準
備，國際賽場才真正
是檢驗大家的一個標
準。
■新華社

■陳曉明揚言來季要捲土重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武漢女足首奪女超聯賽冠軍
武漢女足

及

總結全錦賽 劉國梁：近年競爭水平最高

■劉國梁點評全錦賽。

■富力
富力R&F
R&F教頭楊正光
教頭楊正光（
（左）稱消息待球會公布
稱消息待球會公布。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
淦 ） 假 若 富 力 R&F 退 出 港
超，其聯賽季軍席位可獲的亞協
盃外圍賽資格，便有可能順延到殿
軍理文手上。雖然聯賽排名及高級組
銀牌成績都刷新了球會紀錄，不過主教
練陳曉明對失落兩項錦標仍耿耿於懷，更
揚言來季要捲土重來，向各項錦標進發！
陳曉明在港超煞科日深夜於個人fb專頁上
發文：「長達 15 個月的 19/20 球季終於落
幕。今個球季可算百般滋味在心頭，球隊曾經
有機會挑戰聯賽冠軍，可惜最後以第 4 名完成球
季，成績不完美，可接受。」
理文在上半季出色發揮，並於休賽前佔據第2位，
到復賽最後以第4名完成，他坦承不甘心：「如果球
季沒有暫停，球隊能於正常情況下順着氣勢繼續比
賽、如果復賽後沒有扣除退賽球隊分數、如果復賽
中兩場最關鍵的聯賽能擁有多兩天恢復、如果球員
沒有傷病及停賽、如果我們可以守住兩個角球，但
世事又豈容那麼多『如果』，而最後便形成與前
列咫尺的距離。雖然失望但只可接受時機未到，

廣東宏遠隊日前在廣州市的長隆旅遊度假區舉行2019-2020賽
季CBA總冠軍巡遊活動。圖為廣東宏遠隊主教練杜鋒（中）在巡
遊大巴車上向球迷示意。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