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西安祖於完成隔離後加入操練荷西安祖於完成隔離後加入操練。。
理文理文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理
文昨日賽前宣布，新加盟的西班牙守
衛荷西安祖已於上周五抵港，待他完
成強制居家隔離後，便會正式歸隊接
受體測及投入訓練。
香港球迷對現年31歲的荷西安祖

並不陌生，他與理文亦有點淵源。安
祖於2018年來港加盟東方龍獅，在
高級組銀牌淘汰理文的銀牌賽不慎觸
傷膝部韌帶，之後便提早返回家鄉治
理。幸好這次傷患並未影響到荷西安
祖的球員生涯，他今年1月効力西丙
球會薩拉曼卡聯隊時，便曾在西班牙
盃32強硬撼皇家馬德里，與加里夫
巴利、賓施馬及占士洛迪古斯等球星
同場較量，荷西安祖司職防守中場並
踢足90分鐘，惟薩拉曼卡聯隊以1：
3敗陣。
荷西安祖加盟理文後會穿上14號

球衣，這也是他2014年8月於西甲處
子上陣，為艾爾切作客巴塞隆拿的號
碼。由於他也符合今季新設的「超級
外援」身份，連同已獲足總核准的基
華尼頓、沙普夫、亞哥斯達及尼迪
利，理文陣中所有外援都會是「超級
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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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際乒聯重啟系列賽事的一部分，2020
國際乒聯女子世界盃昨日在威海揭幕。
受疫情影響，國際乒壇自3月的卡塔爾公
開賽以來便處於停擺狀態。國際乒聯於9
月宣布重啟計劃，女子世界盃、男子世界
盃與總決賽均在中國舉行。本次女子世
界盃一共21名參賽選手，來自15個國
家和地區。這是疫情發生以來，依據
國家防疫政策，內地舉辦的第一個由
國際體育組織批准的、有境外選手
參加的國際體育賽事。賽事昨天只
進行分組賽，國家隊和港乒「一

姐」杜凱琹將於今天才登場。
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表示，國際乒乓球賽事在

中國率先重啟，回應了全世界乒乓球迷數月以來
的翹首期盼。他坦言，對於體育人而言，2020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影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讓運動員陷入迷茫，這種情況下保持競技狀態、
保持強大變得更加困難。
劉國梁說，為了讓乒乓球運動重新回到國際舞

台，中國乒協和國際乒聯積極探討，共同尋找解
決方案。從最初一個念頭，一路克服困難走到了
今天，走進了世界盃賽場。
劉國梁向所有克服困難站上賽場的運動員表達

了感謝，「無論這條回歸的道路多麼艱難，你們
終究在這一刻站到了賽場上，重啟屬於大家的乒
乓球比賽，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新華社

■■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前排左前排左））與國際乒聯首與國際乒聯首
席執行官丹頓席執行官丹頓（（前排右前排右））慶祝比賽重啟慶祝比賽重啟。。新華社新華社

乒壇賽事重啟 迎接境外選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中超於7日晚上演季軍戰首回合較
量，結果北京中赫國安以2：1擊
敗上海上港先拔頭籌；中甲長春亞
泰同日擊敗成都興城，來季重返中
超。
由於季軍爭奪戰不僅事關本季
季軍誰屬，還關乎到下季亞冠盃席
位，因此這場國安對上港賽事受到
很大關注。
比賽開始後盡出四大外援的北
京國安佔盡上風，上半場26分鐘
張稀哲妙傳給右路的王剛，後者再
助攻射手巴坎布先開記錄。下半場
6分鐘，池忠國替國安再下一城，
擴大比分至2：0。有奧斯卡因傷
缺陣、阿拿奧杜域僅任後備的上港
全場被壓制，但球隊完場前由李聖
龍「破蛋」，令11日進行的次回
合比賽仍有懸念。
國安主帥根拿斯奧賽後表示：
「上半場踢得不錯，下半場通過反

擊也取得了一個入球，但令人遺憾的是傷停補
時被攻入1球。在今季，我們於防守方面下了
很多功夫，開了很多視頻會，糾正大家的問
題，一起研討如何提高，關鍵還是保持一
個緊湊的陣型，這樣可以減輕後防線的壓
力。今天在這方面我們做得很好。」
備受壓力的上港主帥佩雷拉，賽後就希

望球隊可保持團結：「我認為我們還有
第2場比賽要打，那麼現在就相當於我
們上半場剛結束，落後對手1球，我
認為在下半場的比賽，會有機會扳
平。目前對我們來說，需要球隊總
體結合在一起，像團隊一樣去戰
鬥，而不是說考慮自己的利益，
應該是更多考慮球隊，考慮球
迷，為大局而考慮。」
另一方面，昨日上演的護

級組首回合比賽，武漢卓
爾和石家莊永昌互無紀錄
完場，雙方將於11日再
次碰頭，定出直接降班
的球隊。

分 挫 飛 馬 及 流 浪
■■梁嘉恆梁嘉恆（（9292號號））是役梅開二度是役梅開二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理文的亞哥斯達理文的亞哥斯達（（左左））
與飛馬的陳柏衡爭位與飛馬的陳柏衡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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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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萬選手出戰西安馬拉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作為中

國馬拉松領域的「金牌賽事」，2020西安馬拉松賽
昨日鳴槍開跑。來自全國各地的24,000餘名選手齊
聚古城，在用腳感受城市美景及馬拉松賽事獨特魅
力的同時，亦為即將到來的第14屆全國運動會全面
預熱。最終，經過緊張角逐，中國運動員楊定宏和
金銘銘，分別以2小時17分54秒和2小時31分29
秒的優異成績，奪得男女全程馬拉松第一名。

A26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楊浩然 ■版面設計：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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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及傑志兩隊菁英盃A組出線大熱

門，昨日分組賽同時取得大捷，携手晉

級準決賽機會高唱入雲。前屆盟主理文

昨午憑梁嘉恆在比賽尾後梅開二度，以

4：1大勝首度回歸元朗主場出師的天水

圍飛馬；衛冕的傑志則有年輕鋒將安永

佳再次連中三元，扭轉一度落後兩球的

劣勢，反勝標準流浪5：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從CBA（中國男籃職業
聯賽）聯盟獲悉，為維護和提
升品牌形象的同時保障合作夥
伴的權益，近日聯盟已向各俱
樂部發出通知，對21起CBA
聯賽裝備違規事件進行通報和
處理。
此次通報的21起裝備違規

事 件 中 ， 15 起 發 生 於
2019-2020賽季，另有6起出
現在本季常規賽前3輪。CBA
聯盟相關負責人表示，裝備違
規行為違反了聯賽裝備相關規
定，損害了贊助商權益，造成
了不良影響，CBA聯盟將依
照《紀律準則》相關條例進行
處罰。同時，CBA聯盟在未
來也將積極探索，尋求聯賽贊
助商商業權益保護與球員商業
價值實現之間的平衡和共贏。
CBA聯賽目前共有包括官

方主贊助商、官方戰略合作夥
伴、官方合作夥伴等7個級別
28家合作單位，涵蓋多個行
業門類。基於契約精神和尊
重、保護贊助商權益的態度，
CBA聯盟制定了一系列對於
參賽人員的要求，並經股東會
決議列入《CBA聯賽紀律準
則》，以求實現維護聯賽商業
秩序、保護聯賽品牌的目標。
聯盟對於違規事件的認真處
理，有益於加強現有聯賽合作
夥伴、贊助商們與聯賽合作的
信心，也向尚未成為聯盟合作
夥伴的品牌公司展示了聯盟的
職業態度。 ■新華社

長春亞泰重返中超

國安爭季之路留懸念
金博洋衛冕花滑中國盃冠軍

兩屆世錦賽銅牌得主金博洋日前
在中國盃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男
子單人自由滑中發揮出色，成功
衛冕。彭程/金楊、陳虹伊和王詩
玥/柳鑫宇分別奪得雙人滑、女單
和冰舞冠軍。
金博洋當日帶來一首布魯斯搖滾風

格的《旭日之屋》，雖然在節目後段
的幾個跳躍略有失誤，但整體瑕不掩
瑜，以186.95分領跑自由滑，並以總分
290.89分奪得冠軍。金博洋賽後說：「我

非常滿意，這個自由滑節目我準備了
兩個多星期，今天表現比我預想的要
好，整體水平發揮了70%，個別的跳
躍還是沒有加入進來。還是比較匆
忙。」
雙人滑比賽中，彭程/金楊幾乎毫無

瑕疵地演繹了《雲圖》，以223.90分
奪冠。彭程賽後說：「今天的表現相
比較於昨天滑得更鬆弛一些。這是我
們滑《雲圖》的第二個賽季，今年會
有很不一樣的感覺，也讓節目有更多
內容，我們在細節上完善了一些，細
緻地打磨了一下，希望節目更加流暢
自如。」
陳虹伊自由滑帶來一套全新的中國

風節目《我欲飛翔》，獲得 121.90
分，並以總分186.53分獲得首枚分站
賽金牌。陳虹伊本季第一次和加拿大
知名編舞師勞瑞合作，她介紹說：
「勞瑞讓我借鑒了很多楊麗萍老師的
動作，包括孔雀舞，因為這是套新節
目，所以除了要想動作外，還要把動
作融合到節目裏面，稍微有一些難
度。」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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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全男子組全
程馬拉松冠程馬拉松冠
亞軍牽手跑亞軍牽手跑
過終點過終點。。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金博洋在男單自由滑比賽中金博洋在男單自由滑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李聖龍李聖龍（（左一左一））慶祝慶祝
球隊得分球隊得分。。 新華社新華社

■■巴坎布巴坎布（（右一右一））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射門得分射門得分。。 新華社新華社

球 員 資 料

姓名 荷西安祖
José Ángel Alonso Martín

出生 1989年3月2日 (31歲)

位置 中堅、中場

身高 1米85

昨日兩場均為次循環賽事，理
文今季首戰曾大勝天水圍飛

馬，球隊該役首45分鐘已攻入5
球，不過昨日上半場卻久攻不
下，到換邊後才把握對手誤傳，
由U22小將鄧匡延接應長傳抽入
死角打破悶局。不過老將列斯奧
75分鐘一次犯錯，向對手送上12
碼，飛馬由謝朗軒倒戈建功扳
平，這也是理文今季首個失球。
理文3分鐘後再靠一次反擊，由梁
嘉恆接應另一位小將黃皓雋妙
傳，長推直進單刀射成2：1。飛

馬巴西外援基斯80分鐘2黃1紅被
逐，理文以眾凌寡，完場前再由
黃皓雋造就梁嘉恆個人梅開二度
成3：1，交出兩個助攻的黃皓雋
在補時階段再錦上添花，將戰果
鎖定為4：1完場。
上屆冠軍傑志在旺角場出戰標準

流浪，首12分鐘已被祖連奴及林嘉
緯攻破大門，一度落後0：2，但多
得對方守衛鍾昇霖被逐及門將盧兆
崎傷出，傑志完半場前已由安永佳
連下兩城反先。換邊後安永佳完成
帽子戲法後再交畢頓射成4：2，雖

然林學曦的開齋入球一度助流浪追
至接近記錄，但林嘉緯78分鐘犯天
條輸極刑，加維蘭操刀得手助傑志
大勝5：3。

A組晉級形勢明朗
A組完成昨日兩仗後形勢漸漸明

朗，傑志4戰8分續居首位，理文
少踢1場落後1分居次，天水圍飛
馬4戰4分排第三，標準流浪3戰
皆北敬陪末席。傑志及理文下一
輪碰頭，勝出一方即可提早出
線。

■■球迷入場前做好防疫措施球迷入場前做好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理文傑志菁英盃大捷理文傑志菁英盃大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