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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場 下午3:00 東方龍獅對晉峰
元朗大球場 下午5:30 天水圍飛馬對冠忠南區

11月22日
斧山道運動場 下午3:00 標準流浪對愉園

旺角場 下午5:30 傑志對理文
各項賽事煞科日期

2021年5月30日聯賽
2021年2月13日高級組銀牌
2021年6月20日菁英盃
2021年6月27日足總盃

■■東方龍獅東方龍獅（（右右））將於聯賽揭幕戰對晉峰將於聯賽揭幕戰對晉峰。。 新華社新華社

港超聯11．21揭開序幕
賀歲盃連續兩季暫停

▶▶賀歲盃連續賀歲盃連續
兩年暫停兩年暫停。。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記者黎永淦 攝攝

■■飛馬在菁英盃將以小將為骨幹飛馬在菁英盃將以小將為骨幹。。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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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至2021年度港超賽程於昨日公布，高級組銀牌決賽被

安排到賀歲盃黃金檔期上演，意味賀歲盃這項一年一度的盛

事將會停辦。香港足球總會主席貝鈞奇承認，因應各種環

境因素，賀歲盃將會連續第2季暫停舉行，至於以後會

否復辦，暫時難有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泳手何詩蓓
（Siobhan）於當地時間周一出戰在匈牙利舉行的
國際游泳聯賽（ISL），結果這位「女飛魚」再次
刷新女子200米自由泳亞洲紀錄之餘，更憑兩日
獨取5金的佳績，榮膺賽事MVP（最有價值泳
手）。
在周日首天賽事打破女子100米自由泳亞洲紀

錄的Siobhan，於第二天的煞科日比賽再創造佳
績，出戰強項200米自由泳游出1分51秒42成績
贏得冠軍，成功打破自己於2周前所創出的1分
51秒 67紀錄，這亦是Siobhan自 10月 16日以

來，第5次打破亞洲紀錄。
在同日賽事，Siobhan亦有出戰100米自由泳和

男女子混合4×100米自由泳接力，結果Siobhan
先游出51秒30勝出100米自由泳比賽；再聯同其
効力的Energy Standard隊友Rylov Evgeny、Bilis
Simonas和Heemskerk Femke，以3分16秒99贏
得接力金牌。
總結今屆比賽，何詩蓓在2天賽事合共贏得5面

金牌（100自、200自、400自、4×100混合接
力、女子4×100自接力），獲得61.5分的她榮膺
今屆賽事的MVP。

何詩蓓再創200自亞洲紀錄

■■何詩蓓榮膺賽事何詩蓓榮膺賽事MVPMVP。。 ISL FacebookISL Facebook圖片圖片 ■■何詩蓓合共贏得何詩蓓合共贏得55金金。。Energy Standard FacebookEnergy Standard Facebook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
淦）旺角場今晚8時上演菁英
盃A組獨腳戲，去仗打開勝利之
門的天水圍飛馬挑戰上屆盟主傑
志，雖然一眾森巴新援已陸續歸隊，
惟飛馬會留待聯賽才派他們上陣，今晚
先以原陣應戰。
飛馬今季以「舊瓶新酒」逐鹿中原，會

方季前刻意保持低調，但又放風稱引入「超
級外援」，當中更包括前巴西代表，成功引
起坊間話題。5位新援當中已有4人抵港，
有2人已亮相操練，其中一位正是2016
年為日職甲府風林上陣6場0入球的前
鋒Jose Nilson dos Santos Silva。至於
新援之中名氣最大的則是一名進攻
中場，據悉他2016年曾効力蔚山
現代，年少時為巴西U15 及

U17成員。
在首戰大敗 0：5在理文腳下之

後，飛馬高層即下達指令，只會視菁
英盃為備戰聯賽的熱身賽，因此也不
打算全力出擊，所有新援都會留待聯
賽才正式亮相，意味着在此盃賽會繼
續以年輕球員為骨幹。青年軍出身的
邵昀俊，在上仗2：0打敗標準流浪一
役，得到職業生涯首度正選上陣機
會，他稱：「好多謝教練及球會給我
機會，上仗有點緊張，會繼續珍惜上
陣機會，改善不足。」
上屆冠軍傑志去仗與理文踢成0：

0，在高美斯離隊，與洛迪古斯又陷
入合約糾紛之際，球隊入球能力略
嫌不足，能否把握入球機會成為今
仗勝負關鍵。

足總昨午向傳媒發出港超全季
賽程，8支球隊主場也一如香

港文匯報早前報道，東方龍獅及傑
志會坐鎮旺角場、冠忠南區續用所
屬地區的香港仔運動場、理文在將
軍澳運動場、愉園成功殺入深水
埗、天水圍飛馬回歸元朗、標準流
浪進佔斧山道、晉峰則被分發到青
衣展開首個港超球季。
因應天水圍飛馬外援歸隊較遲，
聯賽順延一周至本月21日開鑼，
由東方龍獅對「升班馬」晉峰合演
揭幕戰。各隊首階段雙循環對壘之
後，會在明年5月8日至30日，分
開「前4」爭標組及「後4」護級
組作賽，3輪賽事後決出冠軍，首
階段所得積分會累積到次階段，爭
標組積分最高一隊為冠軍、護級組
最低分一隊降班。香港頂級聯賽曾
於1996起連續5季進行類似的爭
標、護級組兩階段比賽，但當時是
以兩階段首名在季尾再進行一場總
決賽來決定該季冠軍，有別於今季
新賽制。

銀牌決賽代賀歲盃
至於3項盃賽，決賽全部安排在

大球場舉行。正進行
中的菁英盃，會在
明年 6月 20日決
定冠軍。抽籤後才
改踢分組的足總盃則
於12月5日揭幕，決賽
編排在明年6月 27日進
行，也是今季壓軸之戰。
至於高級組銀牌冠軍則會在
明年2月13日誕生，亦即是大
年初二的賀歲盃黃金賽期，足總
主席貝鈞奇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因為沒有球會申請主辦，馬
會又不想在這段時間分心搞社區盃，
所以改為編排一場較有分量的銀牌決
賽。」他又透露，綜合現時環境因素，外
隊訪港都有一定困難，將來賀歲盃會否
復辦仍未可料。他補充：「省港盃也
面對同一問題，不過廣東方面仍希
望可以延續傳統，若可行的話，或
會安排在明年3、4月舉行，相
信球會也會放人。」
對於球迷要求入場的訴

求，貝鈞奇稱足總角色十
分被動，不過也已加緊
與有關部門溝通，有好
消息便會公布。

飛馬小將作骨幹挑戰傑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韓毅重慶報道）
2020資生堂中國盃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即
將於11月6日至8日在重慶舉行，這是國際
滑聯今年在中國舉辦的唯一一場國際賽事。由
於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國際滑聯出於
健康和安全的考慮，採取了各國運動員就近參賽的
方式，中國國家集訓隊的主力成員將悉數亮相本屆中
國盃賽事。目前，27名參賽運動員已全部到達酒
店，並已完成核酸和抗體檢測。
「所有運動員赴渝之前先測核酸，抵達重慶後，立
即採樣進行「核酸＋抗體」雙檢測，並採取一人一房

的措施隔離，通過檢測後才允許上冰訓練。」據此次
賽事疫情防控工作組組長介紹，中國花滑協會以及為
本次賽事服務的所有工作人員，包括酒店、賽場、執
行方等工作人員都進行了「核酸＋抗體」雙檢測，酒
店、賽場、交通設施也通過綠區、黃區的劃分，為大
家創造安全、健康的賽事環境。「我們嚴格按照國家
體育總局、中國花滑協會關於疫情防控的具體要求落
實，確保賽事萬無一失。」
本次比賽除了金博洋、閆涵等名將領銜花滑國家隊

亮相外，黃一航和陳昱東兩位重慶花滑運動員也將在
家鄉迎來中國盃首秀，黃一航將與吉林小將王瑀晨搭
檔參加雙人滑項目的比賽，陳昱東則將亮相男子單人
滑賽場。他們都是首次登上成人組大獎賽的賽場，此
前一直在國家隊集訓備戰。此外，另外一名重慶運動
員金恒鑫，也將參加開閉幕式的表演環節。
考慮到11月為冬季呼吸道等傳染病易發時段，經

過多方溝通並徵求了相關衞生防疫部門的意見，為
確保為運動員、裁判員及其他相關人員提供安全、
健康的賽事環境，本屆中國盃將以空場比賽的方式
進行。

籃總宣布工商盃11．16復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籃球總會於日前宣
布，本屆工商盃將於按照康文署的指引下於11月16日復
賽。第41屆工商盃於2019年12月2日展開角逐，但到今
年1月下旬，賽事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而「停擺」。到6
月，籃總一度因疫情緩和宣布比賽於7月13日重開，只是
隨第3波疫情出現，令比賽暫停至今。

丁俊暉無緣桌球冠中冠4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桌球「一哥」丁俊

暉昨日於英格蘭米爾頓凱恩斯舉行的桌球冠中冠賽事，以
局數4：6不敵澳洲名將羅拔臣，無緣晉級4強。在首圈以
4：3險勝希堅斯的丁俊暉，是役表現頗為飄忽，雖然一
度在落後局數2：4的情況下追平，但第7局和第8局卻分
別出現失誤，最終輸4：6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中超於日前舉行爭冠組
準決賽次回合賽事，結果廣
州恒大以總數3：1擊敗北京
國安，將與同日以總比數3：
2淘汰上海上港的江蘇蘇寧爭
奪冠軍。
由於首回合踢成0：0，恒大
對國安的次回合比賽變相等於
一場過的決戰。雙方初段互有
攻守，但恒大於37分由費蘭度
博得12碼，塔利斯卡操刀中鵠
助球隊先開紀錄。下半場恒大
再由荷西保連奴於56分鐘建功
領先至2球，雖然國安一度於
61分鐘由張玉寧「破蛋」，只
是恒大81分鐘有荷西保連奴梅
開二度，助球隊以總比數3：1
勝出。

恒大主帥簡拿華路賽後則大
讚球隊表現：「比賽結束後我
也跟大家說了一下和表達了祝
賀，他們準確地執行了我的部
署，我十分滿意。事實上這不
是一場很簡單的比賽，北京國
安是非常強大的對手。接下來
幾天我們會好好作調整，決賽
對手蘇寧的風格和國安是完全
相反的，是一支非常職業化的
球隊，三線均沒有非常大的短
板。」
同日另一場準決賽，首回合

踢成1：1的上港與蘇寧在次回
合同樣鬥得難分難解。上港於
上半場25分鐘由楊世元先開紀
錄，落後的蘇寧下半場雖有阿
不都海米提．阿不都格尼被
逐，但吳曦78分鐘助球隊扳

平，令比賽要加時分勝負，結
果萬眾一心的蘇寧在107分鐘
由羅競射入奠勝球，助球隊贏
2：1（總比數3：2）晉級決
賽。
蘇寧主帥奧拉羅賽後表示球

隊演出令人難以置信：「開局
我們太緊張，踢得不是特別
好，幸而在調整後表現便非常
棒；我們拿下了比賽，想對隊
員說聲感謝，他們的表現令人
難以置信，我曾和球員說人生
中有些時刻是永遠不會忘記
的，我想這一刻便是。這場賽
事我們的消耗很大，因此之後
要好好休息。」
根據賽程，今屆中超兩回合

決賽將於本月8日和12日進
行。

分挫國安與上港

恒大中超決賽惡鬥蘇寧
中
國
盃
花
滑
賽
本
周
在
渝
啟
幕

■■貝鈞奇指賀貝鈞奇指賀
歲盃會否復辦歲盃會否復辦
仍未可料仍未可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梅開二度的梅開二度的
保連奴保連奴（（左左））
是恒大過關功是恒大過關功
臣臣。。 新華社新華社

■■ 羅競羅競（（上上））慶祝取慶祝取
得致勝入球得致勝入球。。 新華社新華社

■■金恒鑫在訓練中金恒鑫在訓練中。。
重慶市體育局供圖重慶市體育局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