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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賽季的CBA分為四階段進行，其中前
兩個階段為常規賽。根據安排，第一階

段的12輪，120場比賽將繼續以賽會制的方
式在浙江諸暨進行。

常規賽560場史上最長
與史上最短的63天休賽期形成對比的，是
歷史最長的賽季——按照計劃，本賽季CBA
常規賽輪次增至56輪，共560場比賽，場次
增加20％，常規賽賽程跨度6個月，從10月
17日揭幕日開始，戰至2021年5月上旬。無
論是比賽輪次，還是常規賽持續時間，都創
造了CBA歷史紀錄。
除此之外，多項競賽規則也發生了變化。
其中對聯賽局面產生最大影響的當屬外援政
策。CBA在此前出台了新的外援政策方案，
計劃在本賽季實行「4節4人次」的外援方
案，具體而言，每個俱樂部可以註冊4名外
援，每場比賽可報名2人，但單節比賽最多
派1人次上場。以此為基礎，上賽季排名後4
名球隊可以在前三節增加外援使用次數，擁
有外援的球隊在對陣「全華班」球隊時則減
少外援上場次數。

外援4節4人次影響最大
另外，根據此前公布的《2020-2021賽季

CBA聯賽球員註冊、報名管理規定》，新賽
季的窗口期將允許各隊對已經完成註冊的球
員進行交易，同時可以對自由球員進行認

領。這是CBA史上首次允許賽季中期的球員
流動。
據CBA公司的統計，在兩個多月的休賽期

內，CBA各支球隊共完成了62人次的球員交
易，其中轉會17人次、自由球員認領簽約34
人次、租借11人次，而之前兩個賽季，球員
交易數字分別為43人次和42人次。
頻繁流動之中，北京首鋼相繼召入范子銘

和李慕豪兩位高中鋒，不但緩解了球隊多年
來的內線空缺，更讓他們一舉擁有了近10年
來的最強內線配置，李慕豪和范子銘也在各
自生涯不同階段迎來了更適合他們的發展空
間。

首次允許季中球員流動
而上賽季與上海簽下千萬合同的李根，其

表現和球隊存在感都並不能令人滿意。於是
在休賽期，李根被交易至北控，這既緩解了

上海隊的薪金壓力，讓他們得以在自由市場
上繼續招兵買馬引入劉錚、可蘭白克等強力
內援；也讓李根得以來到一個能讓他扮演更
多角色的球隊……
他們是這個夏天的球員流動中最具代表性

的獲益者。更開放的球員流動市場，將為聯
盟創造一個更均衡的競爭環境。新賽季的
CBA聯賽會是怎樣的競爭局面，值得期待。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本港游泳好
手何詩蓓（Siobhan）於當地時間16日出戰
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游泳聯
賽（短池），結果在首日比賽，狀態大勇的
Siobhan接連打破兩項香港紀錄和一項短亞洲
紀錄。
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的國際游泳聯賽採
用「隔離泡泡」形式閉門舉行。已手握兩張
東京奧運入場券的Siobhan，獲體院「開綠

燈」准許參賽。年僅22歲的她上屆代表DC
Trident泳隊，勇奪兩冠1亞1季，今屆轉投
衞冕泳隊Energy Standard，同樣氣勢如虹。
在揭幕戰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賽，Siob-
han游首棒，雖然起步時間較慢，但仍游出
51秒59的佳績，將自己去年在該項賽事締造
的香港紀錄推前了0.22秒，同時打破了日本
選手池江璃花子保持的51秒62的的亞洲紀
錄。

隨後Siobhan再出戰並非其主項的女子400
米自由泳，結果游出比香港紀錄快7秒的成
績，獲得亞軍。
第二屆國際游泳聯賽共有10支泳隊參加，

餘下的6支隊伍。根據賽程，10月會先進行5
場賽事，然後11月15日起再進行另外5場比
賽。經過10輪比賽後，排名前8的隊伍躋身
11月19日至22日舉行的準決賽；前4支隊伍
可晉級至暫定在12月下旬舉行的決賽。

何詩蓓戰國際聯賽 締亞洲紀錄

告別兩月休戰期 再燃新賽季戰火

改
革
改
革

上賽季中國男籃職業聯

賽（CBA）總決賽遼粵大

戰的硝煙還未散盡，兩隊賽場上廝

殺的景象仍舊歷歷在目，但僅僅兩

個月後的昨天，新賽季CBA又再揚

帆起航。雖然只有短暫的休賽期進

行調整，但聯賽變革步履不停。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聯盟與中國人
壽昨日宣布，中國人壽以頂級贊助商——
「官方主贊助商」身份與CBA聯賽續約三個
賽季。
中國籃協主席、CBA聯盟董事長姚明表
示，在中國人壽的支持下，CBA進入2.0時
代的各項發展舉措順利開展，雙方取得了
豐碩的合作成果，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效
益，期待在未來三個賽季中，雙方繼續
攜手前行，不負所愛，不負所託。

2019年，CBA與中國人壽創新
推出CBA球員合同保障險，

包括易建聯、阿不都沙拉木等球員在內的16
家俱樂部的41人次因為傷病獲得理賠，各方
對這一新險種給予了好評。
據了解，新賽季的CBA球員合同保障險將

進一步加大對球員的保障力度，將部分獎金
納入保障範圍。同時，結合上賽季聯盟整體
賠付率以及各俱樂部的理賠情況，對各俱樂
部新賽季的續保費率略有調整，針對項目特
點進一步明確了賠付標準、賠付細則。接下
來，中國人壽與CBA聯盟還將醞釀推出運動
員康復保險，為運動員損傷康復提供保險保
障。 ■新華社

中國人壽與CBA續約三個賽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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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CBA 2020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
（中超）第二階段賽事昨日下
午戰罷兩場，爭冠組的強強對
話，山東魯能手握兩球領先沒
能把握住勝勢，被北京國安連

追兩球，最終雙方在首回合對陣中以2：2握手言和。
保級組一邊，大連人坐鎮「主場」以1：2被石家莊永
昌逆轉。
昨日的兩場對決同時鳴哨，魯能國安不僅是一對老冤

家，更是爭冠組首輪中最富看點的捉對廝殺。比賽第24
分鐘，蒿俊閔前場主罰任意球，費萊尼禁區後點爭頂時
造成巴坎布手球犯規，柏利主罰將球打進。第36分
鐘，蒿俊閔前場反搶後與柏利、格德斯完成多次漂亮的
傳遞，蒿俊閔拿球突入小禁區橫傳，金敬道後點包抄將
球鏟入球門，幫助山東魯能泰山將比分擴大為兩球。
易邊再戰第49分鐘，魯能防線解圍失誤，巴坎布衝

入禁區造成王大雷防守犯規，親自主罰12碼幫助國安
扳回一球。比賽第69分鐘，李磊左側45度角傳中，巴
坎布中路頭球破門，完成梅開二度，將比分扳平。最
終，魯能泰山2：2戰平國安。
至於大連人對陣升班馬永昌一役，雖然前者開場10

分鐘便取得領先，但無奈永昌兩度完成破門，以2：1
反勝。
中超第二階段採雙淘汰制，對陣雙方需通過兩回合交

鋒計算總成績，爭冠組獲勝一方繼續保留爭冠希望，保
級組失利一方則面臨更大的降級風險。 ■中新網

在剛過去的一周，國際體壇出
現了兩件大事，都是出自最受歡
迎的球類項目──足球和籃球。足
壇的超級球星C朗拿度受到新冠肺
炎病毒感染正在接受隔離，這也向
我們敲響了警鐘，自新冠肺炎病毒
出現後至今經已不斷變種，人類防
不勝防，病毒容易在群體中傳播，
至今仍未有對策，或者這次C朗成
為受害者會引起國際足壇的重視，
因疫情嚴峻國際足壇曾停下來令職
業球會遭到重大經濟損失，其中尤
以富豪球會為甚。
為挽回經濟收益，國際足協制

定連串防疫措施，包括閉門比
賽，禁球員擁抱慶祝入球等，但
在實施了一段期間後，這些措施
已見有所鬆懈。其實在C朗「中
招」之前，已有多間球會的球員
「中招」，其中包括C朗在祖雲
達斯的隊友，還有在國家隊內的
隊友盧佩斯和方迪。
足球是群體運動，病毒傳播更

容易，在賽前賽後球員在更衣室
內的接觸也難保持安全距離，因
此這次C朗受感染可再次敲響警
鐘。據報C朗的消息公布後曾令
祖雲達斯的股價下跌，超級球星

是球會的重要資產，這是現實和
不能否認的，至今C朗受感染的
源頭未明，體壇不能輕視新冠肺
炎病毒的傳播危險，明年7月東
京奧運能否如期開幕，只能靠我
們努力和自覺遵守防疫措施才有
希望實現。
洛杉磯湖人隊在10年之後再次

在NBA封王，今年似乎是對湖人
隊好壞參半的一年，該隊奪得總
冠軍自然讓人想起該隊在飛機意
外中去世的超級球星高比拜仁，
湖人隊陣中曾有不少受到香港籃
球迷喜愛的球星，高比拜仁是其
一，湖人主場也是香港球迷的
「朝聖」地。
NBA是美國四大職業體育組

織——棒球聯盟、欖球聯盟、冰
球聯盟和籃球聯盟中的首富，年
收入超過40億美元，是世界上最
全球化、影響力最大的職業體育
比賽之一，它以42種語言向212
個國家直播賽事，7.5億個家庭觀
看比賽，是體育產業最成功的例
子，NBA的成功經驗已成為大學
和經濟專家探討的項目，對我們
而言是值得花時間去關注的。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魯能國安言和
永昌逆轉大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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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賽艇世錦賽倒數一周年
隨着倒計時按鈕被按下，東方明珠塔和上海

中心兩大地標性建築同步亮燈。16日，2021
年世界賽艇錦標賽倒計時一周年啟動儀式在上
海外灘舉行（左圖）。2021年世界賽艇錦標
賽將於明年10月17日至24日在上海舉行，記
者了解到，錦標賽主賽場——東方綠舟體育訓
練基地水上運動場已於今年7月30日正式完
成修繕並投入試運行。 ■新華社

中國軍團無緣英桌球賽4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當地時間16日晚，

在米爾頓凱恩斯進行的英格蘭桌球公開賽誕生最後4
強。本次比賽，在顏丙濤、梁文博、丁俊暉等名將相
繼出局的局面下，後起之秀、22歲小將周躍龍成為8
強中中國軍團的「獨苗」，惟當晚面對衛冕冠軍沙
比，在2：1領先的情況下被經驗老到的對手連追4
局，以2：5不敵。準決賽，沙比迎戰羅拔臣，卓林普
與希堅斯爭奪決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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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縱橫

重視和關注

■北京國安（綠衫）與山東魯能戰成2：2平手。 新華社

◀ 何 詩 蓓 在
100 米自由泳
接 力 游 第 1
棒。 資料圖片

▶ 何詩蓓狀態奇
佳，連破亞洲紀
錄與香港紀錄。

資料圖片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右）與中國人壽集團
副總裁盛和泰展示紀念球衣。 新華社

■■ 北京首鋼召入范子銘北京首鋼召入范子銘
（（右右））緩解了球隊多年來的內緩解了球隊多年來的內
線空缺線空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上季與上海簽下千萬合同的李根上季與上海簽下千萬合同的李根
（（右右））被交易至北控被交易至北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新一季新一季CBACBA昨在浙江諸昨在浙江諸
暨揭幕暨揭幕，，在揭幕戰在揭幕戰，，青島青島
（（紅衫紅衫））以以102102：：9494勝江勝江
蘇蘇。。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