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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體壇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疫
情肆虐下各項大賽相繼取消或延期；中國體
育發展亦深受影響一度陷於停擺，雖然
前景尚未明朗，然而在各方努力下中
國體壇已漸露曙光。中超與 CBA 順
利完季、世界乒乓球巡迴賽總決賽
亦於 11 月在鄭州圓滿結束，為即將
來到的 2021 年撒下希望的種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在 10 月的全國
冠軍賽，蘇鄂浙
魯隊選手徐嘉余
( 上 左)、 閆 子 貝
( 上 右)、 張 雨 霏
( 下 左) 和 楊 浚
瑄，合力刷新了
男 女 4 × 100 米
混合泳接力世界
紀錄。 新華社

▲今年 3 月在世界頂級綜合格鬥冠軍賽(UFC)248 站，中國選手
張偉麗成功衛冕金腰帶。
新華社

2020年中國體壇最引人注目的新聞無疑是林丹退
出國家隊的決定。現年 37 歲的林丹曾兩奪奧

運金牌、5 度稱霸世錦賽，20 個世界冠軍頭銜的紀錄無人
能及。曾希望五度出戰奧運的他惜因東京奧運延期未能
圓夢，最終於今年 7 月決定退役，為自己輝煌燦爛的羽毛
球生涯劃上句號。

林丹退役

名帥辭世

此外，跳高名將張國偉決定退役；培育出葉詩文、徐
嘉余的著名游泳教練徐國義，與曾帶領國足打入奧運的
名帥高豐文相繼離世，不少熟悉的名字均在今年成為中
國體壇的歷史。
除了令人惋惜的道別，中國體壇今年亦有着不少振
奮人心的消息。國乒名宿劉國梁在今年 6 月擔任世界
乒乓球職業大聯盟理事會主席，並促成世界乒乓球巡
迴賽總決賽在 11 月假中國鄭州順利舉行，成為全球體
壇幾近停擺下的一道好消息；而馬龍與陳夢分奪男、
女子單打冠軍，更說明國乒的統治地位仍然堅如磐
石。

女籃闖東奧 張偉麗實現衛冕

國家體育總局競體司 30 日發布《2020 年我國運
動員取得成績報告》，在 2020 年這個特殊的年
份，我國運動員共在 3 個項目上獲得 4 個世界冠
軍，一隊一次創造1項世界紀錄。
4個世界冠軍分別是：乒乓球2個、圍棋1個、國
際象棋 1 個，其中奧運會項目世界冠軍 2 個（乒乓
球2個）。游泳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創造了世
界紀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運動員獲得世界冠
軍數達3,588個，創世界紀錄達1,351次。改革開放
以來，我國運動員獲得世界冠軍數已達 3,564 個，
創世界紀錄達 1,177 次。「十三五」期間，我國運
動員獲得世界冠軍數461個，創世界紀錄66次。
競體司在報告中說，202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蔓延，國際體育交流受到嚴重影響，包括東
京奧運會在內的諸多重大體育賽事延期舉辦或停
擺。在這特殊背景下，
我國運動員堅持刻苦訓
練，不斷提升自身實
力，並在少數恢復舉辦
的國際比賽中，頑強拚
搏，取得優異成績，展
示了我國體育健兒的風
采。
■新華社

2021 年體壇前景仍未明朗，不過今年一些好消息卻讓
人看到中國體育的未來希望。中國女籃在 2 月爆冷擊敗西
班牙獲得東奧資格場面令人動容，中國首位 UFC 冠軍張
偉麗亦在今年完成衛冕創舉，而在 1 月舉行的冬季青年奧
運會中，中國隊則奪得 3 金 4 銀 5 銅的好成績。游泳方
面，徐嘉余、閆子貝、張雨霏及楊浚瑄更是打破美國隊
保持的男女子4×100米混合接力紀錄。
2020 年的重重困難，並未能掩蓋運動員們堅忍不拔、
奮發自強的光輝。在新的一年中國體壇仍然面對許多未
知的挑戰，不過只要能團結一致繼續發放體育獨有的正
能量，相信體壇回歸正軌只是時間問題。

江蘇蘇寧中超首次登頂

另外，中國球壇亦在今年出現重大變革，中國足協在 5
月宣布旗下三級聯賽中一共有 16 間球會退出，其中 11 間
為取消資格，另外 5 間則為主動退出，當中包括天津天海
及遼寧宏運等為球迷熟悉的名字；而限薪令的出台亦意
味着中超來季將迎來翻天覆地的改變，「金元足球」的
時代或已走到終點；而江蘇蘇寧在重啟後首奪聯賽冠軍
亦標誌着新時代的開始。

古天奴受傷 料休戰 4 個月

巴塞是役完場前還有中場主力菲臘比古天
奴受傷，會方昨日證實，這位巴西國腳的傷
勢初步判斷為左膝半月板受傷，據西班牙
《阿斯報》推斷，有可能要缺席 4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楊浩然） 英超面臨
再度停擺？英超賽會
在當地時間周二公布
最新一輪新冠肺炎檢
測，結果竟有 18 人確
診，加上曼城早前因
陣中多人染疫而對愛華頓的比賽需延期
事件，當地已開始探討英超是否該暫停
兩星期抗疫；然而，英超領隊界對停擺
也有不同意見，西布朗領隊艾拿戴斯舉
腳贊成，但剛帶領曼聯絕殺狼隊的蘇斯
克查則指，停擺對事情毫無幫助。
艾拿戴斯帶領西布朗剛逼和利物
浦，但於周三凌晨聯賽主場慘以 0：5
■蘇斯克查(左)賽後坦言，曼聯今仗 負於列斯聯。這位剛接手球隊的名帥
贏得很幸運。
法新社 談到停擺時表示：「每個人的安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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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美聯社

■今年11月在山東威海
舉行的乒乓球女子世界
盃，中國選手陳夢以
4：1 戰勝隊友孫穎莎，
摘下桂冠。
新華社

■上賽季中超經歷停擺及復賽，江蘇蘇寧在 11 月最終擊
敗了衛冕冠軍廣州恒大淘寶隊，奪得隊史上首個中超冠
軍。
新華社

隨時再停賽抗疫？英超主帥意見不一

球三分 公鹿刷新 紀錄

射手「敗家」美斯冇眼睇 巴塞提早投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 西甲班霸巴塞隆拿在主
力美斯只作壁上觀下，在周
三凌晨西甲竟主場僅和伊巴
1：1；教練朗奴高文賽後就
要球迷接受現實，指今季已
不可能爭逐西甲冠軍。
由於受傷關係，巴塞早已宣布美斯於今
年提早休息，是役只於看台觀賽。比賽早
段巴塞曾獲得 12 碼，但巴夫韋迪操刀「宴
客」，這位丹麥國腳射手之後又慘吃詐
糊，令球隊埋下失分伏線。下半場伊巴隊
長安歷基傑基藉巴塞守衛朗奴阿拿奧祖犯
錯，截得皮球後單刀射入；落後的巴塞最
後只靠奧士文尼迪比利的入球扳平，賽後
落後周四凌晨才登場的「一哥」馬德里體
育會達 7 分，並多打兩場。
直播鏡頭所見，美斯於比賽結束後似乎對
球隊演出十分失望，只搖了搖頭便低頭離開
球場。朗奴高文對球隊表現亦十分失望：
「我很現實，巴塞想要贏西甲已是非常困難
了。雖然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我們
必須認清現在的差距。至於美斯？我們當然
希望他在陣，他是如此與眾不同，但現在的
感覺是我們應該贏下比賽，因我們錯失了 12
碼，一些機會又沒把握住，而對方的入球是
他們唯一一次射正。」

■巴夫韋迪(右)12碼「宴客」。

■兩奪奧運金牌以及
五屆世錦賽冠軍的林
丹，今年 7 月宣布
「掛拍」。
美聯社

國家健兒四收世界冠軍 締一世績

走過不平凡

疫境磨礪顯堅毅

榮耀與別離 中國體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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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浩然）
NBA 於昨日上演
多場賽事，其中
密爾沃基公鹿作
客144：97大勝邁
阿密熱火一役，
公鹿全隊射入 29
個三分球，創下NBA紀錄。
NBA 史上單場射入最多三分
球 的 舊 紀 錄 在 2019 年 4 月 創
下，當時火箭於對太陽一戰射
入 27 球三分。公鹿是役全場三
分 51 投 29 中，在合共派出 13
位球員上陣下，只有 2 投 0 中
的主力阿迪圖昆保「失手」，
其餘 12 位球員竟皆有三分進
賬，其中射手賀列迪 10 投 6 中
得 24 分，5 投 4 中的米杜頓則
攻入全隊最高的25分。
其他比賽，勇士作客以116：
106擊敗火箭取得 2連勝；剛大

敗給獨行俠的快艇快速反底，
在李奧拿德依然缺陣下，主場
以 124：101 輕取木狼。公牛作
客 115：107 勇挫巫師打開今季
勝門，巫師則4戰全敗。

什麼都重要。聽說這病毒的新變種傳
播速度快了 70%，我們必須做正確的
事，就是阻斷傳播途徑，暫停比賽。
我已經 66 歲，不想感染病毒，也許球
員能克服，但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
這很困難。」

產生很大的改變。」
賽前證實有中堅加比爾馬加希斯確
診的阿仙奴，同日作客以 1：0 擊敗白
禮頓，聯賽反彈兩連勝。領隊阿迪達
賽後笑言贏波是靈丹妙藥，可令一切
壓力得到紓緩。

曼聯絕殺狼隊 阿仙奴連勝減壓
曼聯同日憑拉舒福特在補時階段建
功，主場以 1：0 險勝狼隊，賽後暫時
升上聯賽榜次席。領隊蘇斯克查賽後
表示不認為停擺有用：「我們的球員
在遵守防疫規定方面做得很好，這是
我們工作的一部分。說實在我看不到
暫停比賽的好處，因為那樣做的話，
我們該什麼時間恢復比賽？我們都知
道這一年非常困難，我不認為停賽可

長

話

短

■拉舒福特(右三)受到狼隊球員重重包
圍。
路透社

說

迪亞高哥斯達同馬體會解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
浩然） 現時西甲「一哥」
馬德里體育會於昨日宣布，
已允許陣中射手迪亞高哥斯
達的要求，和該名西班牙國
腳和平解約。現年32歲的哥
斯 達 在 2018 年 重 返 馬 體
會，但表現今非昔比並未能
爭取正選。和球隊合約原於
■迪亞高哥斯達
明夏到期的他，日前以私人
理由希望和球隊解約；據當地傳媒報道，哥斯達下一站或會加盟英
超的阿仙奴或狼隊。

20 天減 5 公斤 巴神
「從身」
開始
■米杜頓(左)攻入25分。
路透社

巴洛迪利自今年 6月離開意甲布雷西亞後到今月才找到意乙的蒙沙
落班，據報「巴神」為在意乙演出順利，近日短短 20 天便減磅 5 公
斤，力求重新開始。
■綜合外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