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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拖累經濟等因素衝擊

新球季港超聯形勢嚴峻
■ 費蘭度因
傷缺陣對東
方將構成影
響。 新華社

2019/20 本 地 球 季 煞
科不夠兩周，新一季菁
英盃已定於本周六展
開。下月開鑼的港超於
2014 年成立以來首次只
剩下 8 隊角逐，加上疫
情反覆以致開放球迷入
場無期，雖然今季增添
了「超級外援」等新元
素，不過港
超仍難免面
對近年最嚴
峻的一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小將陳晉一
小將陳晉一（
（右）今季於傑志會
有更多上陣機會。
有更多上陣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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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疫情影響，本地足球經歷了
充滿困難及爭議的一個球季，

而新一季即將在本周六展開，率先
上演菁英盃賽事，面對各種不明朗
因素，加上每季均大肆增兵的富力
R&F 退賽，今季各支港超球隊在投
入上相對審慎，尤其是在組軍上更
為小心。
上季後來居上成為港超冠軍，傑
志新一季暫時在轉會市場上仍未有大
動作，而預計班費亦只為 2,000 萬比
去季少，其中洛迪古斯及高美斯兩名

▶ 中村祐人等球員早前
加盟理文，
加盟理文
， 令球會實力
更進一步。
更進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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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援相繼離隊，但傑志暫時未有計劃
簽入新兵，希望未來以青訓為主，協
助香港球壇提拔更多新血。陳晉一及
鄭展龍等年輕球員上季獲得不少上陣
機會，主帥朱志光希望新一季他們可
以承擔更多責任，打造一支以 24 歲
以下球員為主力的球隊。
而上季成為盃賽雙料冠軍的東方
龍獅相信是傑志衛冕的最大對手，
論人腳東方絕不比傑志遜色，不過
被寄予厚望的前香港足球先生費蘭
度要到 12 月才能復出，對球隊攻力

有一定影響。東方仍會沿用上季大
部分班底，為在亞洲賽取得好成
績，相信未來會繼續增兵，受富力
R&F 散班所影響的球員將成東方的
新目標，包括徐宏傑及曾跟隨東方
主帥李志堅的方柏倫等球員均可以
加強球隊的本地班底，挑戰「三冠
王」的榮譽。

理文勢成最強黑馬
傑志及東方勢成新一季的「雙頭
馬車」，而理文則有望成為最強黑

增至 9 名星級學長

張帥遺憾結束2020賽季

第二屆
「星星伴轉型」
計劃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運動員就業
及教育計劃（HKACEP）今年推出第二屆「星星
伴轉型」學長計劃，規劃更增至 9 名星級學長及
23名學員，當中包括前香港飛魚方力申及滑浪風
帆名宿黃德森。而作為啟動禮的2020年度「超越
理想 成就非凡」嘉許典禮則於昨日舉行。
首屆「星星伴轉型」計劃由 8 名來自不同行業
的體育名宿前輩擔任學長，向 16 名退役運動員
分享轉型經驗，展開全新的「第二人生」，來到
第二屆計劃規模更進一步擴大，一共有 9 名學長
負責指導 23 名學員，其中包括新加入的方力申
及黃德森擔任學長。

一眾學長和主禮嘉賓大合照。
。
曾是香港男「飛魚」的方力申現已轉型為集歌 ■一眾學長和主禮嘉賓大合照
手、演員及主持於一身的多棲藝人，他坦承運動
員轉型會面對不少困難：「剛退役進入演藝圈時
所有事都由零開始，缺乏經驗亦令自己欠缺自
信，想透過自己分享的經歷幫助學員去重新出
發，尤其是一些失敗的經驗，希望他們不會重蹈
覆轍，對我而言亦是一次互相學習的機會。」
過去曾得到教育支援的滑浪風帆運動員陳敬然
在分享感受時則表示：「運動員轉型是很大的挑
戰，當時我選擇返回大學讀書，曾有過很多的擔
心和憂慮，幸而計劃讓自己更有信心去踏出社會
■嘉許典禮於昨日順利舉行
嘉許典禮於昨日順利舉行。
。
和面對挑戰。」

作為亞運視覺形象體系的基礎性、輔助性元素，
2022 年杭州亞運會核心圖形「潤澤」與色彩系統
「淡妝濃抹」於昨日發布。
杭州亞運會核心圖形主題為「潤澤」，靈感源於
杭州極具代表性的本土文化元素——絲綢，展現了
絲綢飄逸舒展、溫潤細膩、揮灑靈動的特性，體現
了「溫潤萬方、澤被天下」的氣韻與胸襟，寓意亞
奧理事會大家庭在杭州歡聚，亞洲多彩體育文化通
過杭州亞運會的舞台交流互鑒。
杭州亞運會色彩系統主題為「淡妝濃抹」，靈感
出自宋代詩人蘇軾的詩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
濃抹總相宜」，通過對中國色彩文化和杭州城市特
質的提煉與濃縮，設計出以「虹韻紫」為主，以
「映日紅、水墨白、月桂黃、水光藍、湖山綠」為
輔的色彩系統，揮灑出既有葱鬱湖山自然生態，又
富創新活力、運動激情的新時代杭城華彩畫卷。
未來，核心圖形和色彩系統將廣泛應用和呈現於
場館布置、電視轉播、慶典儀式、文化活動、城市
景觀、交通工具、制服、門票、特許商品等領域，
旨在提升亞運城市氛圍，傳播亞運美學文化。
此外，杭州亞運會海外融媒體運維中心也在當天
成立，官方會刊、雜誌《杭州亞運》同時創刊首
發。
■新華社

中國軍隊不再參加全國綜合性運動會

杭州亞運核心圖形與色彩系統發布

■杭州亞運核心圖形與色彩系統於昨日發布
杭州亞運核心圖形與色彩系統於昨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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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理文新一季加入中村祐人及曾
錦濤等新兵，兵源調動可望更加靈
活。球會近兩年班費不菲接近 2,000
萬，主帥陳曉明坦承是時候在成績
上有所交代：「上季我們在建立球
隊戰術體系上下了很多功夫，今季
陣容變化不大已經完成磨合，傑志
及東方固然是很強的對手，但我們
需要在心態上更為自信，無論面對
任何對手也要決心爭勝。」此外他
亦表示球隊已簽入一名西班牙新
援，可望成為球隊中後場領袖。

10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
的專業體育單位，中央軍委訓練管
理部軍事體育訓練中心調整改革動員
部署大會在北京舉行。會上宣讀的改
革工作方案提出，軍隊不再參加全國
綜合性體育運動會和單項賽事。
據《解放軍報》消息，會議宣讀
了中央軍委《關於全軍專業體育力
量調整改革的通知》以及《軍委訓
練管理部軍事體育訓練中心調整改
革工作方案》，軍委訓練管理部領
導就調整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據了解，這次調整改革的總體設
計和目標要求，可從五個方面理解
和認識：一是明確根本指向。加快
推進新時代軍隊體育建設轉型，強
化服務部隊、支撐戰鬥力建設。二
是調整建設定位。進一步突出軍事
屬性、轉變發展方向，強化對部隊
軍事體育訓練服務指導功能。三是
■ 八一男女籃日前一同退出
CBA和
CBA
和 WCBA
WCBA聯賽
聯賽。
。 中新社

優化力量結構。保留部分軍事特色鮮
明的專業項目隊，不再保留群眾性
強、社會資源豐富的競技體育項目
隊。四是規範參賽要求。軍隊不再參
加全國綜合性體育運動會和單項賽
事；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和國際軍事
體育理事會單項賽事。五是細化職能
任務。主要負責全軍軍事體育訓練基
礎研究、擬制標準規範、開展技術服
務、選拔培養骨幹，參加國際軍體賽
事和軍事體育對外交流活動。
10月20日，中國籃球協會官網發
布重磅消息，八一男籃和八一女籃
將不再參加 CBA 和 WCBA 聯賽。
這意味着，成立於1955年，有着65
年光榮歷史，培養了大批優秀球員
的八一籃球隊，正式告別中國籃
壇。隨着這次八一男、女籃正式退
出，八一隊已經全面退出了中國的
職業聯賽。
■香港中通社

在捷克時間20日，WTA俄
斯特拉發公開賽結束首輪爭
奪，中國金花張帥以盤數0：
2不敵穆霍娃被擯出局。由於
這是今年新增加的最後一站賽
事，因此張帥也就此結束了自
己的 2020 賽季。她在接受採
訪時表示，今年很不容易，期
待疫情有所好轉，希望明年能
參加更多的比賽。
在此前的法網結束後，張
帥就留在了法國，為這站新
增賽事俄斯特拉發公開賽做
準備。不過賽事剛開始，她
就以兩個 1：6 不敵對手，遭
遇一輪遊。
對於此次俄斯特拉發之
行，張帥坦言留有遺憾，希
望未來還有機會來到這裏。
而在結束了本站比賽以後，
張帥也完成了他在 2020 賽季

■張帥於本季最後一場比賽
首圈出局。
首圈出局
。
美聯社
所有的比賽計劃。本季，張
帥在法網的單、雙打皆進入
16 強，其中單打創造了個人
法網最佳戰績。
談及這個特殊的賽季，張
帥在採訪中說：「網球賽事
能重新開始，我非常開心可
以參與其中，希望明年可以
參加更多的比賽。期待疫情
有所好轉，希望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保持健康，大家都能
開心快樂。」
■中新網

恒大公開
十萬人球場燈光效果

■恒大足球場燈光效果片於近日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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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恒大足球場燈光效果
片於近日亮相，球場建築與
璀璨的燈光交相輝映，給球
迷們獻上了一場精美的視覺
盛宴。
據介紹，為打造世界級專
業足球場，恒大共邀請 8 位
國際設計大師組織數輪方案
設計比選，最終選擇了美國
設 計 師 Hasan.A.Syed 的 方
案。從日前曝光的恒大足球
場燈光效果圖可以看出，入
夜之後的球場顏值頗高。
該設計方案靈感來源於
「並蒂蓮」，寓意「高潔、
堅韌、團結」的中華傳統文
化品格，及「蓮花盛開，連
奪桂冠」的美好願景。目

廣州恒大官方圖片

前，方案已獲廣州市城市規
劃委員會通過。恒大方面表
示，球場建成後將成為「花
城」廣州的城市新名片。
廣州恒大足球場毗鄰廣州
南站，總投資 120 億元，建
築面積約 30 萬平方米，可容
納 10 萬人觀賽，計劃打造成
為世界規模最大、檔次最
高、配套最全、科技含量最
高、座位數最多的國際頂級
專業足球場。同時，新球場
還規劃了兒童世界、國際美
食、文化娛樂、體育運動等
8大業態122項品類。
按照計劃，該球場將在
2022 年 底 前 竣 工 並 投 入 使
用。
■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