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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線靠奇蹟
中國女足負澳洲 失出線良機

■周霏霏（左）試
圖剷走對手腳下的
皮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8日晚，倫敦
奧運亞洲區女足外圍賽第4輪爭奪，非勝不可的
中國女足，在濟南力拚90分鐘下以0：1負澳
洲，出線夢可謂「幾近幻滅」
。由於朝鮮同日賽
和日本1：1，經過今輪後，世界盃冠軍日本暫
時以10分居首提前出線，朝鮮得8分排次席，
澳洲6分居第三，中國則得5分排第四。11日舉
行的最後一輪賽事，中國只有戰勝日本，同時
冀望朝鮮輸給「魚腩」泰國及澳洲不勝韓國，
才有望次名出線。
中國女足教練李霄鵬，今仗仍把「悍馬組合」
韓端及馬曉旭收起，入波責任交由「小孫雯」
徐媛及尤佳，其他位置未有大變動。面對亞洲
盃冠軍的澳洲，中國女足於4分鐘獲破門良機，
在對方禁區混戰下，球落在徐媛腳下隨即起腳

抽射，惜被對方門將威廉斯抱實。2分鐘後，徐
媛左路快放入禁區，晃過守衛後窄位快射，再
被對方門將威廉斯撲出。之後，中國女足與澳
洲中場混戰居多，雖均有數次攻門，但完半場
雙方仍顆粒無收。
苦尋致勝入球的中國女足，換邊後換上韓端
加強攻力，惟戰至60分鐘，中國女足大門被攻
破；澳洲角球攻勢，門將張豔茹兩次打手槌未
能解圍引致門前大亂，球輾轉落於大禁區頂的
對方中場埃米莉面前，隨即順勢「窩利」抽
入。之後，馬曉旭及屈姍姍被換入，雖則進攻
球員者眾，但欠缺組織的中國女足要入波，就
如場上戰情一樣，始終與澳洲大門差距甚遠；
隨 球證吹響完場哨，一球飲恨的中國女足，
距離倫奧再遠一大步。

■李丹陽帶球推進。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香港「單車教父」沈金康將助
國家隊倫敦奧運衝金！一手造就了黃金寶、郭灝霆及黃蘊瑤
等「土產車神」的香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已經與國家
隊達成協議，兼任國家隊總教練一職直至2012年底，旨在

沈金康

協助國家隊於倫敦奧運單車項目衝金，香港單車聯會表
示沈教練的工作仍以港隊為主、國家隊為輔，亦必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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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隊總教練的身份參加倫敦奧運。

■沈金康指
揮香港單車隊訓
練。資料圖片

■沈金康（右）和中國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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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莫雷隆交流。

在個彈丸
香港這

之地培養出三位
世界單車冠軍，沈金康教練
化腐朽為神奇的執教功力早已獲得國際認同，矢志明年於倫敦奧運
實現金牌「零的突破」的國家單車隊，亦再次向沈金康伸出橄欖
枝，希望為中國單車隊帶來質的飛躍。沈金康亦答應了在擔任香港
單車隊總教練外，兼任中國單車隊的總教練，任期至2012年底結
束，為國家單車隊的衝金大計出力。
雖然名義上是總教練，不過中國單車隊每個分項均有專屬的主教
練，事實上沈金康的職責範圍更接近一位顧問。據《中國體育報》
■愛徒奪冠，沈金
■愛徒奪冠，沈金
報道，按照協議，沈金康的主要工作任務是監控訓練計劃的制訂，
康第一時間上前祝
康第一時間上前祝
科研，同時注重訓練的有效性等。他的工作具體內容有三，一是女
賀。
賀。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子短距離場地項目的備戰；二是完善原有的倫敦奧運會其他項目的
選拔、宏觀控制；三，逐步完善2016年後備人才的體系建立等等。
流的水平，所以我很想為國家出一分力，不希望見到國家隊錯失這
而現任中國隊主法籍教練莫雷龍則專注於制定訓練計劃。
個難得的奪金好機會。」不過身兼兩職，難免會令外界擔心可能出
合作性質 不影響備戰
現的角色衝突，不過香港單車聯會副秘書長黃耀華表示，香港單車
早於廣州亞運結束後國家隊便有意邀請沈教練回巢，延至今年7月 聯會及國家隊早有默契，不會出現上述情況：「我們一直與國家隊
沈金康終於同意兼任中國單車隊總教練一職，沈金康解釋願意接受 都有很多交流活動，今次沈教練到中國單車隊只是合作性質，絕不
任命的原因是想為中國，以至亞洲單車界打破歐美車手於奧運的壟 會影響到港隊備戰奧運，明年沈金康必定會以香港隊總教練的身份
斷局面，而並非為了填補自己教練生涯的缺憾，他在接受《中國體 出現在倫敦奧運賽場上。」
黃耀華更表示香港及國家隊的重點強項基本上是不同的，就算同
育報》訪問時說：「我不是為了彌補教練生涯的缺憾，國家單車隊
場較量也會以公平競爭的標準為依歸。
有幾個項目都有力衝擊金牌，尤其是場地女子短距離絕對有世界一

24足球小將留洋葡萄牙

「姚明」域名遭熱炒 最高叫價百萬
其中「yaoming.cn」的持有者、浙江商人吳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姚明在中國內地是
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其影響力自然也舉足輕重。 為，便表示，「yaoming.cn」域名「至少要100萬
。「姚明現在才30歲左右，他和他的團隊不可
雖然這位前NBA球星經已退役，但有關他的一切 元」
包括未來去向、私人活動等仍被熱炒，其與姚明 能放棄如此重要的商業品牌，」他說。
同時，「yaoming.com.cn」域名網站顯示，「該
有關的域名就「越炒越熱」
。據《每日經濟新聞》
報 道 ， 在 域 名 交 易 網 站 「 金 名 網 」 上 ， 域名只為有經濟實力和戰略眼光的企業或個人保
「yaoming.com.cn」
、「yaoming.cn」等與姚明有關 留」
。該網站註冊者韓龍表示，該域名正在出售，
的多個域名正在出售，有持有者甚至叫價百萬 價格約為10萬。「姚明雖然退役，但影響力還
元。
在，域名價值會將凸顯。」
有律師提醒炒家，轉讓上述域名可能存在法律
姚明相關域名曾於2006年至2007年被瘋炒，時
隔4年，姚明相關域名又重現江湖。有域名愛好者 問 題 。 如 果 姚 明 團 隊 在 上 述 域 名 之 前 註 冊 了
爆料，「yaoming.cn」、「yaoming.com.cn」、 「yaoming」商標，就存在域名權和商標權的衝
「yaomingsoft.com.cn」等域名正在競拍出售。競拍 突。同時，如果姚明相關域名應用在商業領域，
紀錄顯示，「yaoming.cn」
、「yaoming.com.cn」最 並且使用姚明相關肖像，就存在不正當競爭的問
受關注。
題，因此，購買者需要注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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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操隊公佈世錦賽陣容
■陳一冰
將全力衛
冕世錦賽
吊 環 冠
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據中國體操協會網
消息，第43屆世界體操錦標賽將於10月7日至16日
在日本東京舉行。
本屆世錦賽是倫敦奧運會前的最後一次大賽，
也是奧運會的資格賽。
由於2011年世界體操錦標賽團體決賽所採用的
是6-3-3賽制，更要考慮到2012年倫敦奧運會團體
決賽採用的是5-3-3賽制。所以，在運動員選派上
全能運動員的比例要比2010年世界體操錦標賽有

鄭潔 張帥將征戰廣網賽

參加世錦賽的運動員名單為
男子運動員：陳一冰、滕海濱、呂博、郭偉陽、
馮吉吉、張成龍；候補：鄒凱。
女子運動員：江鈺源、何可欣、睢祿、譚思欣、

拾

吳柳芳、姚金男；候補：黃秋爽。

錦

所提高。與去年鹿特丹世錦賽相比，男隊名單的
變化是來自上海的吊環好手嚴明勇落選，郭偉陽
進入正選，鄒凱成為候補。
女隊則是新老結合，由奧運冠軍江鈺源和何可
欣領銜，去年參加世界錦標賽運動員楊依琳和鄧
琳琳，則由在這兩年中表現突出的新秀姚金男和
譚思欣所取代，表現穩定的睢祿和去年的候補吳
柳芳，成為隊中的主力。而去年正式運動員黃秋
爽成為候補隊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
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國際
女子網球公開賽將於9月17
日至9月24日在廣州天河體
育中心舉行。本屆廣網，吸
引了意大利名將雲絲和俄羅
斯名將基里連高，中國金花
鄭潔(上圖)和張帥亦作為種子選手參賽。不過，首次參
加廣網便奪得冠軍的法網新科冠軍李娜，以及另一位金
花晏紫，因為各種原因並未參賽。廣州國際女子網球公
開賽是WTA國際巡迴賽之一，總獎金22萬美元。

國象大獎賽 侯逸凡首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國際棋聯女

據新華社北京電 1993年，健力寶隊遠赴巴西留學，
開啟了中國足球青少年人才集體留洋的歷史；18年
後，生於1993、94年齡段的又一批「足球小將」
，將踏
前輩的足跡，向另一個足壇強國葡萄牙進發。
7日晚，「中國足協500.COM星計劃出征儀式」在北
京舉行。與之前的健力寶隊留學巴西、「08之星」隊
留學德國不同，「500.COM星計劃」採取「散養」的
形式，將24名球員分散到葡萄牙甲級、乙級多家俱樂
部，每個俱樂部3－4人，完全做到與當地孩子一起生
活、訓練、比賽。兩年後，他們可以爭取轉會到歐洲
的其他俱樂部，也可以選擇回國踢球，未來的去向完
全取決於個人能力的發展以及雙方俱樂部的選擇。他
們的所有權按照一定比例歸葡萄牙俱樂部和中國原輸
送俱樂部、地方足協共同擁有。
這24名「足球小將」是通過城運會預賽、中乙聯賽
以及濰坊盃訓練營，從100多名優秀球員中選出來的。
作為2016年奧運會和2018年世界盃的適齡球員，這批
球員也將承載 中國足球未來的人才儲備希望。
按規劃，未來五年內，中國足協每年將選送百餘名
球員送到歐洲足球發達國家，5年內外送球員總數將不
少於500人。

子大獎賽日前進行第一輪賽事。世界棋后侯逸凡擊敗了
俄羅斯棋手科娃列夫斯卡婭，首戰告捷。另外，中國選
手居文君和譚中怡握手言和。代表卡塔爾出賽的前世界
棋后諸宸也與土耳其棋手伊爾迪茲下和。比賽直到第三
盤棋才首次分出勝負，中國棋手趙雪戰勝蒙古棋手蒙格
圖爾，成為本次大獎賽首位取得勝利的棋手。此外，立
陶宛棋手西米利特與中國棋手阮露斐和棋。

2013年東亞運10月開幕
據新華社天津8日電 第六屆東亞運動會組委會副主席
謝德龍8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東亞運動會開幕式將於
2013年10月在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場「水滴」舉
行，閉幕式擬在天津體育館「飛碟」舉行，開、閉幕式
排練將於2013年陸續展開。24個比賽項目將分別在28個
場館進行，其中舊場館提升改造和新建場館各佔一半，
它們主要分別在天津市區和一些大學校園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