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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中
國女排誓要在總決賽首演雪恥！世
界女排大獎賽總決賽將於今日正式
展開，以東道主身份亮相的中國女
排，首戰將於今晚8時迎戰塞爾維
亞，曾於分站敗於這支歐洲新銳手
下的中國女排，近況愈戰愈勇，於
香港站更以全勝姿態奪冠，誓要乘
勝追擊塞軍，一雪落敗之辱。
中國女排在香港站以3戰全勝的

戰績奪冠，一吐烏氣，不過該站對
手實力明顯較弱，事實上，中國女
排在整個賽事與美國、俄羅斯及塞

爾維亞等一流勁旅的對壘中，均以落敗告終，今仗再次面對
塞爾維亞，將是這支新生中國女排進步程度的嚴峻考驗。教
練俞覺敏認為球隊經過分站9場的洗禮後，確實取得進步，
不過目前不能向這支年輕隊伍要求太多：「我認為球隊總體
算是不錯，總決賽第一場賽事，我的要求是打出自己狀態，
發揮出進攻水平，至於名次我沒有甚麼要求。」

單丹娜成勝負關鍵
將會以香港站原班人馬出戰的中國女排，仍以王一梅及魏

秋月掛帥，新紮自由人單丹娜亦會被委以重任，俞覺敏坦承
單丹娜將會承受很大壓力，亦指出她將是球隊勝負關鍵：
「單丹娜前幾場表現不錯，總決賽更高水平的對抗有助她提
高水準，她的位置影響到我們進攻及防守，是勝負的關
鍵。」
塞爾維亞近年在教練泰錫(小圖)的帶領下進步神速，已晉

身世界一流之列，今次更是首次晉身總決賽，泰錫表示中國
隊經過分站的磨練後已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我們曾擊敗中
國女排，不過明顯她們的表現愈來愈好，這場比賽將是五五
之爭。」

首戰再鬥塞軍
俞覺敏：不能要求太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新一屆中國國家足球隊(國
足)日前在昆明完成集結後的首訓，在45分鐘的首堂訓練課
當中，西班牙新帥甘馬曹根據球員的身體情況，並沒有安
排大運動量訓練，以放鬆調整為主，諸多遊戲環節讓訓練
氣氛很是輕鬆，訓練場充滿歡笑聲，「快樂足球」重現。
經過昨日的第2課訓練後，郜林和鄧卓翔均證實因傷退隊，
國足需補選上海申花的吳曦及長春亞泰的張文釗入隊。
在甘馬曹的首訓中，以放鬆調整為主，讓大家玩起了遊

戲，球場上充滿歡聲笑語，消失已久的「快樂足球」又回
來了。「甘家軍」還沒入場就帶來新氣象，訓練場完全開

放，特設幾條長椅方便記者落座，還找來幾把太陽傘為記
者遮擋陽光，球場出口位置還專門闢出採訪區。訓練開始
前，國足工作人員還給媒體記者送來一箱礦泉水，頗令大
家感動。
甘馬曹首訓僅45分鐘，先把球員一分為二，在體能教練

加斯帕和助教卡塞隆帶領下分隊跑圈。隨後，隊伍集中在
場地中央遊戲。甘馬曹通過翻譯傳達指令，要求球員「抱
單」或「抱雙」，球員們高興壞了，一直笑聲不斷。昆明昨
日突降大雨，但甘馬曹仍按計劃進行訓練，雨中的遊戲和
簡單的技戰術演練較為輕鬆，集訓的第2次訓練仍以恢復為

主。

笑言基本認識球員
對於國足的球員們熟悉到甚麼程度，甘馬曹在

昨日訓練後笑說：「我現在對球員們基本上都已
經認識了，經過這兩天的接觸，我已經都認識他
們了。」談到這兩天的訓練量都並不大，甘馬曹
坦言：「因為球員們距離上一場比賽的賽後48小
時還沒有過去，身體還在恢復期，主要是幫他們
恢復身體。」

甘馬曹為國足重現快樂足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中國男
籃在倫敦奧運測試賽5戰盡墨，連同之前
在斯坦科維奇盃的7連敗，中國男籃在不
足一個月內錄得13戰12敗，加上球隊遭遇
嚴重傷病的侵襲，經國家隊與籃協領導商
量後，中國男籃臨時取消德國行，球隊昨
天回到國內。國家隊領隊張雄說：「現在
隊伍出現大面積的傷病，所以接下去和德
國隊的熱身賽就不再進行了。」

在往英國前，中國男
籃就飽受傷病困擾，而
在經歷6天5場比賽的
「倫敦奧運測試賽」考驗
後，球隊的傷病情況加
重，先是王仕鵬腕骨骨
裂，而劉煒及西熱力江
又先後腰傷復發，再加
上周鵬、丁錦輝、朱芳
雨、張慶鵬和王治郅這
些尚未痊癒的傷兵，中
國男籃陣中的「健康球
員」屈指可數。回國
後，中國男籃將在北京
進行休養和調整；9月初
球隊將與冰島男籃打2場
比賽，這也將是中國隊
在亞錦賽前的最後兩場
熱身賽。

韓國男籃添猛將
此外，中國男籃老對手韓國隊擁有李勝

俊這名歸化的美國籍球員後，在亞錦賽前
再添猛將。現年35歲的混血前鋒史提芬遜
將代表韓國出場，他曾短暫 力NBA的太
陽，經驗豐富，曾經獲得法國聯賽MVP，
而且還2次獲得希臘聯賽最佳前鋒的稱
號。

中國男籃傷兵多取消德國行

據新華社22日

體育專電 為了能
夠參加總統盃，
活士22日表示正
考慮參加更多賽
事提升自己的世
界排名，從而入
選美國隊。美國
隊隊長卡波斯18
日表示正考慮將
活士召入隊內，
但前提是活士要
多參加幾場比
賽。活士對此
說：「我正積極
考慮參加一些美
巡賽，而且我已
確定會參加10月的澳洲公開賽。我渴望加入美國
隊，參加總統盃。」
活士在上周的美國PGA錦標賽上被淘汰，隨即失

去參加聯邦盃總決賽的資格。由於8周內只參加2場
賽事，活士很可能因為世界排名過低而失去參加總
統盃的資格。活士說：「我將會參加亞洲和澳洲的
一系列賽事，希望最終能入選美國隊總統盃陣
容。」總統盃將於11月17日在墨爾本舉行，自從
1998年活士獲邀參加以來，從沒缺席過任何一屆總
統盃。
在炒掉功勳球僮威廉斯後，活士的球僮問題一直

懸而未決，不過他表示：「目前我已縮小挑選球僮
的範圍，我希望從中找到一名經驗豐富而且能和我
合作愉快的球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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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22日

體育專電 10項大
滿貫冠軍得主拿
度將於23日在美
國推出自傳《拉
法》，拿度在書中
透露，父母的分
居和自己的腳傷
曾讓他考慮過轉
行打職業高爾夫
球。
拿度在自傳中

說，05年醫生在
其左腳上發現一
種少見的傷病，
並稱很有可能斷
送其網球前程。
這令當時的拿度
不得不琢磨自己的未來，結果他首先想到的就是：
網球打不了，可改行打職業高爾夫球。曾長期佔據
世界排名首位的拿度在談到「要命」腳傷時說，此
傷目前「處於控制之下，但絕不敢掉以輕心。」
現年25歲的拿度在書中還描述與費達拿在球場上

的爭鬥，同時也透露賽場外遇到的問題，比如父母
分居在其傷病恢復期間，曾給他帶來負面影響。

麥基迪否認登陸CB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盛傳NBA一代得分王麥基迪將轉戰

中國職業籃球聯賽(CBA)，不過這名前火箭球星昨日接受內地傳媒
訪問時回答：「不不不，這只是一個流言，僅此而已。」現在麥基
迪是一名自由身球員，早前他在網上發布自己穿湖人球衣的照片，
被問到下季想加盟湖人還是熱火時，麥基迪則回答：「對湖人和熱
火我都非常有興趣，並且一直在與他們溝通，但是現在還不好說會
加盟哪一支球隊。」

中國女足友賽迫和荷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啟剛）中荷女足
對抗賽22日晚在內蒙
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
打響，中國隊在先失1
球的情況下扳平，以
1:1結束這場倫敦奧運
預選賽決賽階段前的
最後一場熱身賽。中
國隊主教練李霄鵬賽
後表示，對隊伍的整

體發揮還算滿意：「唯一沒有達到效果的是，反搶之後的快速進攻
成功率偏低，隊員處理球還不夠精細。下一步我們將 重訓練球員
把握機會的能力，促使她們能更加冷靜。」

美國放棄申辦2020奧運
美國奧委會22日確認，由於與國際奧委會就有關奧運會利益分配

的問題談不攏，故美國將不會申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這意味 美
國至少有20年無緣主辦奧運會。此前，芝加哥、紐約和達拉斯等美
國城市紛紛表達申辦2020年奧運的意願，而丹佛和另外2個城市則
有意申辦2022年冬奧會，但國際奧委會認為美國奧委會要求分配的
贊助收入(20%)和電視轉播收入(12.75%)比例過大。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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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若琪和楊珺菁皆是中國女排生力軍，分別擔
任主攻手和副攻手的位置，兩人雖然只有20

歲，加入國家隊的年資亦尚算短淺，但二人踏足大
獎賽等國際舞台卻未有怯場。現任教練愈覺敏對二
人甚為看重，前教練郎平、陳忠和亦認為兩名生力
軍在短時間內進步神速，並多次點名稱讚二人。
在中國女排捧走香港站冠軍後，兩位新星都對餘

下的比賽顯得信心十足，二人不約而同地表示：
「對現時的狀況，我們並不太 重名次。只想把比賽
當作一種鍛煉，每次都認真、積極的去備戰。」
能夠在短短時間成為球壇上矚目的新人，接受傳

媒和球迷追捧，表面看來風光無限，但二人亦曾在

排球的路途上遭遇打擊。去年，惠若琪就曾於大獎
賽澳門站遭遇到人生的一大挫折。在其中一場比賽
中，惠若琪嘗試飛撲救球，卻不幸導致肩關節脫
臼，即使當時的損傷令惠若琪痛得冷汗直冒，她仍
堅持要繼續比賽。直到第二次肩膀脫臼，才不得不
負傷離場。

惠若琪無懼重遊傷「身」地
對當時抱 必勝決心的惠若琪來說，這可說是個

致命打擊。因為這意外，她要在肩膀裝上鋼釘固
定，還休養了整整1年才得以復出。如今舊地重遊，
會否因而對這地方蒙上陰影？惠若琪平靜地回答：

「也沒有甚麼不好的回憶。當然，那是一個痛苦的過
程，可是我把它當做一個磨練。」雖說得輕描淡
寫，但她的眼神卻透 堅毅和執 。

■像玩「欖球」的訓練，令國足展現笑容。 新華社

■塞爾維亞的瑪拉古絲姬(左2)與拉錫絲(右2)獲選為該隊
的「我最喜愛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楊婕(左)與單丹娜倚偎在范琳琳肩膊上，感情要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中國男籃經與籃協商議後決定回國休養。 資料圖片

■中國隊球員馬君(中)遭對方夾擊。
新華社

■甘馬曹(左)冒雨指導趙旭日。新華社

■活士要提升世界排名爭取
入伍。 資料圖片

■拿度(右)的職業網球生涯一
度受腳傷威脅而要結束。

資料圖片

獲選中國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舒慧) 中國女排的惠若琪和楊珺

菁在今年大獎賽中，憑 出色表現成為球迷和傳

媒的寵兒，昨日更雙雙獲選球隊中的「我

最喜愛球員」，成為一眾球迷「摯愛」。

惠若琪和楊珺菁秉承中國女排的「優

良傳統」，二人身高都有1.9米，加

上二人樣貌甜美標致，除了能在球

場上殺敵，亦有潛質踏上時裝舞

台，作兼職模特兒，可惜，二人

對此都顯得興趣缺缺：「現時以

球隊的情況應該是不允許吧。

我們也想專注在打球方面，別

的就遲些再想吧。」

我最喜愛球員

■惠若琪(右)及楊珺菁
獲頒發我最喜愛球員候
選名單獎座。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