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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籃球協會昨日發布公告稱：「八一男女籃將
不再參加CBA聯賽和WCBA聯賽。」這也意味
着，八一籃球隊將從此告別職業聯賽賽場。
中國籃協寫道：「八一男女籃自建隊以來，在各

類大型賽事中屢創佳績，持續向國家隊輸送優秀球
員，為中國籃球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
獻。中國籃球協會致敬八一男女籃球隊。」
八一男子籃球隊是中國職業籃球聯賽歷史上的一

支傳奇球隊，從1995-96賽季至2000-01賽季間，他
們壟斷了六屆聯賽冠軍。更湧現出阿的江、劉玉
棟、李楠、范斌、張勁松、王治郅等眾多國內籃壇
傳奇球員。此後，八一男籃受到上海大鯊魚的衝
擊。2002-03賽季，八一隊在劉玉棟的率領下再次
奪冠。但此後，新崛起的廣東華南虎隊逐漸取代了
八一隊在聯賽中的統治地位。
八一男籃最後的輝煌，是在12年以前。2007

年，八一男籃擊敗了此前已經三連冠的廣東，奪得
球隊第8個CBA總冠軍。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的

廣東隊，杜鋒、朱芳雨、王仕鵬都在當打之年，他
們還擁有着即將參加NBA選秀、前途無限的易建
聯。由此也可見，八一男籃實力之強大。
之後，八一男籃戰績每況愈下，再也沒有晉級過
總決賽。其實從2018年開始，八一男籃都是一直在
以「特邀」的方式參賽。在近幾年的CBA選秀大會
上，八一隊也不再擁有選秀權。上季，王治郅執教
的八一男籃最終戰績定格在了6勝40負，位列所有
參賽球隊的倒數第一。
CBA新賽季啟程後，按照賽程計劃，八一男籃首

場比賽對陣北京，因球隊未按時間到場被判0：20告
負。而時隔兩天，在確定八一男籃退出CBA聯賽之
後，本季參賽球隊從上賽季的20支減少為19支。
與八一男籃一樣，八一女籃也是國內籃壇的一支
老牌勁旅。從2002年WCBA聯賽創辦至今，八一
女籃共獲得5次總冠軍。新賽季的聯賽開始前，實
力仍舊強勁的八一女籃已經被從賽程中抹去。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超今晚將
上演廣州恒大淘寶對河北華夏幸福的爭冠組次
回合賽事，恒大首回合在一度落後下最終以
3：1反勝對手，球員除證明級數外，目前信
心亦必在對手之上，有力再下一城晉級。（香
港時間今晚7：35p.m.開賽）
雖然尹鴻博首回合上半場憑一記遠射為華夏

先拔頭籌，但恒大於下半場展現勁旅本色，一
口氣憑吳少聰、艾克森和韋世豪各建一功，以
3：1反勝對手，亦為次回合比賽定下良好開
局。在今晚比賽，內地媒體關注的重點是左閘
高准翼受傷後，主帥簡拿華路該如何作部署，
但從上回合比賽可見，小將吳少聰的發揮令人
有意外驚喜，有力把高准翼缺陣的影響降至最
低。此外，上場以出色表現當選第15輪比賽
最佳球員的韋世豪，在傷癒歸來後表現反似更
進一步，勢必成為對手防線心腹大患。
河北華夏幸福首回合遭反勝下，今晚很難再

以擅長的穩守突擊對付恒大，球隊上下心態上
勢必希望壓前進攻務求收復失地；然而，華夏
在缺少高拉特的組織和串聯能力下，要攻破恒
大大門卻非易事；從上回合所見，中鋒馬爾康
似是有點獨力難支，恒大後防很容易便能瓦解
華夏的攻勢；再者，華夏教頭謝峰因父親去
世，要處理家事而不能臨場指揮，這對華夏的
臨場調動和戰術轉換勢必構成影響。
另一方面，中超19日晚上演了兩場比賽，
其中江蘇蘇寧對重慶當代的爭標組賽事，蘇寧
憑泰些拿於7分鐘先開紀錄，但重慶當代下半
場由卡爾德克扳平，雙方踢成1：1平手，雙
方第二回合比賽將於24日進行。至於廣州富
力對青島黃海的護級組首回合較量，雙方僅踢
成0：0完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0年全國女子舉重錦標賽暨
東京奧運會模擬賽日前在湖南邵陽閉幕，其中女將李雯雯刷新87
公斤以上級挺舉全國紀錄，並超過世界紀錄。這位福建隊20歲小
將賽後激動落淚，原因是為了和剛過世爺爺的一個約定。
雖然年僅20歲，是女子舉重國家隊最小的隊員，但李雯雯卻

已經是最大級別三項世界紀錄的保持者。只是在抓舉的第一把，
李雯雯卻意外地未能舉起133公斤。李雯雯對此表示：「第一把
實在不應該掉，自己進入狀態有點晚，也大意了。掉了之後我很
生氣，令到在第二把上台的時候還是有點激動，還好最終能調整
過來。」
最終，李雯雯還是贏得所有三枚87公斤以上級比賽金牌，抓

舉、挺舉、總成績分別為142公斤、187公斤、329公斤，其中
挺舉187公斤成績刷新全國紀錄，
且超過由她創造的世界紀錄。賽
後，李雯雯接受訪問時落下淚來，
她解釋謂：「我答應我剛過世的爺
爺，今天要給他破紀錄。因為我抓
舉沒有比好，所以挺舉187公斤成
績出來後，我便有點激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由科學技術部火炬高技術產業
開發中心指導，陝西省安康市人民政
府主辦的中國高新區馬拉松2020雲
跑安康昨日在滬啟動。2020雲跑安
康主要分為線上賽、線下賽兩大部
分，兩場比賽項目設置一致，涵蓋男
女半程馬拉松賽（21.0975公里）、
男女10公里健康跑和男女5公里健步
行3個項目。
據組委會透露，2020雲跑安康線

上賽報名時間為10月12日至11月3
日，11月4日至11月10日比賽上
演，預計參賽規模將達20,000人；
線下賽則定於10月20日至11月5日
報名，11月15日上午在安康高新區
開跑，料參賽規模約6,000人。
據悉，今次賽事福利豐厚，參賽人

員憑完賽證明、獎牌來安康市旅遊，
可免10家4A級旅遊景區首次門票，隨
行親友享受半價優惠；還能獲得「全
國高新區科創助力跑手」榮譽，可在
安康高新區任意孵化器內免費使用
「離岸工作室」1個月。此外，組委會
還將在男女半程馬拉松賽完賽人員中
抽取10人，獎勵其攜伴侶參加「婚旅
世界」5日「幸福安康」免費遊。

高新區馬拉松在滬啟動

終到再見時 八一男女籃退出職業聯賽

「飛馬足球會」於2008年成立，曾於2008
至2012年以「天水圍飛馬」名義參與

當時香港頂級聯賽。之後轉手到不同贊助後，
球隊曾經易名「太陽飛馬」，主場由元朗大球
場移到旺角場，曾引起球市一輪小陽春。近季
則改稱為「香港飛馬」，惟改以香港大球場為
主場後卻門堪羅雀。在2020至2021年球季，
球隊再以「天水圍飛馬」名義角逐港超，並再
一次扎根元朗，期望吸引元朗居民再次入場支
持球隊，為地區打氣。會方並構思在區內建設
足球訓練中心，訓練區內青少年球員，希望元
朗居民能為球隊感到自豪。

一如所料，天水圍飛馬教練團將由郭嘉諾
擔正，上季主帥文彼得、前南華主教練張寶
春、守門員教練范俊業，以及身兼球員身份
的法比奧等，都為教練團一員。球隊新一季
會有17位新球員加盟，包括由大埔及元朗來
投的孫銘謙、陸平中、吳文希、黎格爾及羅
振庭等。謝朗軒以及獲東方龍獅外借的胡晉
銘和劉學銘，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已曾與當
時港隊教練團郭嘉諾及范俊業合作。
至於外援方面，圈中有傳飛馬已簽下曾代表巴
西上陣的星級戰將，不過會方暫時仍大賣關子，
只透露已簽入6名外援，4人屬超級外援身份。由

於新球季轉會窗於2020年9月22日才開啟，所有
新簽外援均需得到由國際足協認可之證明文件批
出後，才可為球員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工作簽證，
待眾人月尾悉數到港後才作介紹。另外會方也藉
此抨擊足總太過倉促開季，令球隊準備不足。

傑志大減班費至二千萬
與此同時，上季戲劇性重奪聯賽冠軍的傑志

也宣布新一季陣容，球隊已棄用了洛迪古斯及
高美斯兩名外援，班費由3 ,500萬大幅削減
42%至2,000萬，會方將視乎明年亞冠情況才
考慮有沒有增援需要。

千呼萬喚始出來！開操後作風低調的香港飛馬，昨晨在網上公

布新一季大軍陣容，更證實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新一季復用原

有名字「天水圍飛馬」作賽。主教練及整個教練班底也一如香港

文匯報報道，至於令球迷引頸以待的星級外援卻未見透露，官方

只交代已簽下的6名外援當中，有4人屬「超級外援」身份，等

各人抵港歸隊後才再作介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新一季港超
賽事周六開鑼，姍姍來遲的足總昨日傍晚終於
公布15場菁英盃賽程，暫定全部閉門舉行，至
於聯賽則會在下月14日後才會開始。
周六率先進行的為菁英盃分組賽，打頭陣的
是冠忠南區對「升班馬」晉峰，同日黃昏更會
上演東方龍獅對愉園，是復賽以來首次一日雙
賽。在各界反映過意見後，今季菁英盃恢復兩

個小組雙循環作賽，每組前兩名出線，然後交
叉淘汰決出冠軍的舊制。A組繼有東方龍獅、
愉園、冠忠南區及晉峰；上屆冠軍傑志、天水
圍飛馬、理文及標準流浪落入B組。根據賽
制，於每場菁英盃比賽中任何時間，每隊必須
派出不少於3名於1999年1月1 日或以後出生
的本地球員上陣（包括比賽途中被球證以紅牌
驅逐離場的球員）。

剛完成的復賽期間，各支參賽隊伍的職、球員
都要嚴格遵守家居隔離令，但足總新球季只需要
職、球員定期檢測，免卻家居隔離。至於復賽期
限入場採訪傳媒不能與球隊接觸、只能在規定地
方相隔1.5米拍攝、賽後由足總安排兩隊代表利
用現場擴音系統遠距離訪問、以及要在限時內離
開球場的苛刻規定，足總則指仍與政府及相關人
士討論中，暫未知有沒有放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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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舉行開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韋世豪上場發揮出色。 新華社

■八一隊在2007年最後一次奪得CBA總冠軍。
新華社

■八一隊在今季首場CBA比賽因未有到場，被判0：20輸波。 中新網

公布新一季大軍陣容

重出江湖重出江湖天水圍飛馬天水圍飛馬

菁 英 盃 賽 程 表
日期

24/10/
2020(六)

25/10/
2020(日)

28/10/
2020(三)

31/10/
2020(六)

1/11/
2020(日)

4/11/
2020(三)

7/11/
2020(六)

8/11/
2020(日)

11/11/
2020(三)

*球會現正申請改名，參賽名稱有待落實

主-對賽隊伍-客

冠忠南區對晉峰
東方龍獅對愉園
天水圍飛馬*對理文
傑志對標準流浪*

東方龍獅對晉峰

理文對傑志
標準流浪*對天水圍飛馬*
冠忠南區對東方龍獅
愉園對晉峰

天水圍飛馬*對傑志

晉峰對冠忠南區
愉園對東方龍獅
理文對天水圍飛馬*
標準流浪*對傑志

愉園對冠忠南區

場地

旺角大球場
小西灣運動場
深水埗運動場
元朗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斧山道運動場
小西灣運動場
大埔運動場
旺角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元朗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元朗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時間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晚上八時正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晚上八時正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下午三時正
下午五時三十分

晚上八時正

小 資 料
天水圍飛馬新一季英文名稱為TSW Pegasus，官網顯示會以「#WESUCCEEDTOGETH-
ER」為口號，寓意「一齊成功」，而3個英文字的首個字母（WST），亦正好是天水圍
（TSW）倒轉的英文縮寫。

菁英盃分組表
A組：東方龍獅、愉園、冠忠南區、晉峰
B組：天水圍飛馬、理文、傑志、標準流浪

■■天水圍飛馬當年曾贏得足總盃冠軍天水圍飛馬當年曾贏得足總盃冠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嘉諾郭嘉諾（（右右））
指揮球員操練指揮球員操練。。

天水圍飛馬天水圍飛馬
FBFB截圖截圖

◀天水圍飛馬公
布球會新Logo。

天水圍飛馬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