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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壇四金花攜手戰江西賽

中超積分榜
（截至6月26日）

排名 球隊 賽 積分
1 廣州恒大 14 37
2 上海上港 14 33
3 華夏幸福 14 28
4 山東魯能 13 24
5 廣州富力 14 24
6 天津權健 14 22
7 北京國安 14 19
8 上海申花 13 16
9 重慶力帆 14 15
10 恒豐智誠 14 15
11 長春亞泰 14 13
12 遼寧開新 14 13
13 天津泰達 14 13
14 河南建業 14 11
15 江蘇蘇寧 14 9
16 延邊富德 14 7

中超第14輪賽果
遼寧開新 1-2 天津權健
延邊富德 0-2 上海申花
山東魯能 2-2 恒豐智誠
重慶力帆 1-1 長春亞泰
天津泰達 1-2 廣州富力
廣州恒大 2-0 華夏幸福
上海上港 4-1 河南建業
北京國安 0-0 江蘇蘇寧

此前已取得聯賽9連勝的恒大本輪遭遇擁有拿維
斯的河北華夏幸福。剛剛在上周三的足協盃中

淘汰河北的廣州希望再勝對手提前鎖定半程冠軍。比
賽開始後，佔據場上優勢的是華夏，第15分鐘，華
夏的桂宏接到隊友傳中的近距離射門被門柱無情拒
絕，隨後尹鴻博的補射，則被曾誠奮勇擋出。此後雙
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在上半場改寫比分。
中場休息，恒大用于漢超替下郜林，主帥史高拉利

的這一換人效果立竿見影。下半場開場僅2分鐘，高
拉特接到于漢超的傳中頭球打破僵局。比分落後的華
夏幸福隨後加強了進攻，不過這也給了恒大擴大比分
的機會。第53分鐘，保連奴直接任意球攻門，皮球
打在人牆上造成混亂，阿蘭機敏跟進射門得手，將比
分鎖定為2：0。隨着華夏中衛任航在比賽結束前對

鄭龍犯規領到第二張黃牌被罰出場，客隊只能接受失
敗的結果。
這場勝利，為恒大帶來隊史首次10連勝。並且提

前一輪鎖定半程冠軍。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頂級聯
賽產生23個冠軍，其中16個獲得半程冠軍的球隊最
終榮膺同賽季聯賽總冠軍。7連冠正向恒大招手。

柏歷堅尼：差距越來越小
賽後，史高拉利謙虛地說：「勝利來之不易，河北

是今年我們聯賽中遇到的最成熟、最優秀的球隊，整
場比賽兩隊勢均力敵，但下半場我們展現了抓機會得
分的能力。」
對於鎖定聯賽半程冠軍，史高拉利表示，去年恒大

也是半程冠軍，但下半程被對手緊追、直到最後才奪
冠。「今年半程僅領先第二名4分，這不是一個能夠
確保冠軍的分數，如果我們能保持戰無不勝的精神，
冠軍還將是我們的。」
而華夏主帥柏歷堅尼則表示，年輕的球隊還無法匹

敵衛冕冠軍，但華夏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已經開始變
得強大，現階段還不能匹敵這家俱樂部，但差距已經
越來越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中超））周日繼周日繼

續第續第1414輪爭奪輪爭奪。。排名榜首的廣州恒大排名榜首的廣州恒大

主場以主場以22：：00戰勝排名第三的河北華夏戰勝排名第三的河北華夏

幸福幸福，，創造隊史最長的中超十連勝紀創造隊史最長的中超十連勝紀

錄錄，，同時以領先上海上港同時以領先上海上港44分的優勢分的優勢

成為成為20172017賽季中超半程冠軍賽季中超半程冠軍。。

周日晚結束的中超第14輪上海上
港對河南建業的比賽，上港球員於賽
後特意穿上特製的T恤，力挺被禁賽
的隊友奧斯卡和傅歡，引發爭議。
於上一輪對廣州富力的比賽，因捲

入賽場衝突，奧斯卡和傅歡分別被禁
賽8場和6場。
據鳳凰體育消息，在周日晚主場迎

戰建業的比賽，眾多上港球迷身穿特
製的T恤，用巨型的標語力挺兩位被
禁賽的上港球員。
T恤上印着：「Nothing to do！

Nothing to say！（無事可做！無話可

說！）」此役上港以4：1大勝對手。
而在比賽結束之後，在向球迷致謝

環節，以武磊和侯克為代表的上港球
員也穿上同樣的T恤，以此表達對兩
名被禁賽隊友的支持及對於足協的不
滿。
不過，此舉引發爭議。有球迷表
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做了
那麼沒體育道德的事，還像是受了多
大委屈似的」，「這有什麼好洗白
的，拿無恥當個性」，「錯了就是錯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上港隊員穿特製T恤挺奧斯卡

2017江西網球公開賽26日在南昌啟動，
組委會現場公佈了明星球員參賽陣容。除了
塞爾維亞網球名將贊高域等單雙打前世界第

一和多位大滿貫決賽球員，當今世界排名最
高的四朵中國網壇金花張帥、彭帥、王薔和
段瑩瑩也將攜手出戰。

江西網球公開
賽是 WTA 國際
網球巡迴賽，賽
事總獎金為25萬
美元，冠軍積分
280 分，其前身
為「江西國際女
子 網 球 公 開
賽」。去年，江
西南昌成為繼武
漢、廣州、天
津、深圳、香港
之後大中華地區
第六個舉辦WTA
國際巡迴賽的城
市。

江西網球公開賽組委會秘書長呂少軍介紹
說，今年球員陣容為歷屆最強，堪稱「頂級
豪華」，囊括單雙打前世界第一和多位大滿
貫決賽球員，「江網賽」前三屆冠軍選手也
將集體亮相。
除了前三屆冠軍的集體亮相，今年賽事的

另一個亮點是當今世界排名最高的四朵中國
金花張帥、彭帥、王薔和段瑩瑩攜手出戰。
在過去十多年裡，彭帥一直是中國金花的

領軍人物之一，她最高世界排名達到過第14
位，摘得過兩個大滿貫雙打冠軍，是首位登
頂雙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國球員。
排名30位的張帥是當前亞洲排名最高的

女子球員，在剛剛結束的法國網球公開賽
中，刷新了自己在該賽事的最佳戰績。
作為中國球迷心目中的超級美女，排名
57位的王薔將再次來到南昌，她也將向自己
的首個WTA巡迴賽冠軍發起衝擊。

■中新社

根據世界桌聯公佈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香港名將傅家
俊排名升至第5位，僅次於沙比、希堅斯、卓林普及丁俊
暉，創個人職業生涯新高。
傅家俊將夥拍前亞運隊友區志偉，將於7月1日前赴無

錫參加世界盃。屆時，這支港隊將與由丁俊暉、梁文博組
成的中國國家1隊同組，另外同組對手尚有德國、愛爾
蘭、比利時和埃及隊。
桌球世界盃賽創於1979年，2001年之後因縮減經費停

辦10年。2011年恢復舉辦，丁俊暉和梁文博聯手拿下冠
軍。2015年這一大賽落戶無錫，當時由小將顏丙濤和周躍
龍組成的中國國家2隊獲得冠軍。
世界盃首先進行小組循環賽，獲得前兩名的隊伍進入8

強，然後經過淘汰賽形式決出冠軍盟主。賽事總獎金為80
萬美元，冠軍隊伍可獲得20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運動燃希望基金（運燃基金）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2017年第一季頒獎典禮，26日假香港體育學院（體院）
舉行。
今季選舉共有9名運動員獲頒獎項，分別是陳延澤（羽
毛球）、陳彥霏及李澤峰（劍擊）、陳善鈺、鄭雅晴、雷
曉琳及鄧欣怡（壁球），以及蘇慧音和潘逸（乒乓球）。
另外，今年開始大會更頒發嘉許證書予獲香港體育總會

提名的年輕運動員，鼓勵他們在運動場上繼續努力，首季
接受嘉許狀的12位運動員來自香港女子排球隊，她們是陳
海瑩、周雪怡、張曉諾、周詠彤、蔡凱婷、馮旻仟、馮旻
淨、林禧婷、黃惠婷、易穎芯、嚴泳妮、葉海廸。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由體院主辦，以季度形式表揚本

地19歲以下青少年運動員的傑出運動成績。得獎者每人分
別獲頒贈現金獎2,500港元、價值2,500港元的運動禮券及
獎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法蘭迪保亞接掌水晶宮帥印
英超水晶宮26日晚宣佈，
由曾執教阿積士四奪荷甲冠
軍的47歲荷足名宿法蘭迪保
亞接替辭職的艾拿戴斯掌帥
印。 ■綜合外電

王勵勤晒照片 晉奶爸行列
在剛剛過去的周日，中國

乒乓名宿王勵勤在個人微博
貼出一張溫暖的小手牽着大
手的照片（見圖），正式宣
佈他躋身奶爸行列。中國國
家隊資深教練吳敬平也立即
送出祝福，而王勵勤也配文
寫道：「感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傅家俊
世界排名創新高

傑青運動員選舉
首季度頒獎

■■彭帥上周率天津女網奪全彭帥上周率天津女網奪全
運團體金牌運團體金牌。。 新華社新華社

■NBA拓荒者球星利拿特26日旋風式訪港，出席在珠海
學院舉行的adidas活動，他即席示範三分球，又與在場
近百名球迷自拍及大派簽名紀念品。

■■張帥上周出戰伯明翰網張帥上周出戰伯明翰網
賽賽，，無緣無緣88強強。。 新華社新華社

利拿特利拿特訪港訪港

■■傅家俊世界排傅家俊世界排
名升至第五位名升至第五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恒大球員郜林恒大球員郜林（（紅衫紅衫））遭遭
對手圍堵對手圍堵。。 中新社中新社

■■武磊武磊（（左左））與侯克身穿特製與侯克身穿特製TT恤恤
力挺奧斯卡和傅歡力挺奧斯卡和傅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柏歷堅尼指柏歷堅尼指
今季才升上中今季才升上中
超的華夏越來超的華夏越來
越強大越強大。。

新華社新華社

■■高拉特為恒大首

高拉特為恒大首

開紀錄開紀錄。。
新華社新華社

■■獲獎及獲嘉許證書運動員合影獲獎及獲嘉許證書運動員合影。。

■■法蘭迪保亞法蘭迪保亞

再 挫河北華夏 創隊史 10 連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