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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路迪放棄斟張稀哲
雖然蘇

超些路迪
對中超北
京國安的
張稀哲很
感興趣，
但此事已
經結束。
1 日，英
國媒體《每日郵報》透露，由於國安為張稀
哲開出400萬英鎊的轉會價格，讓些路迪最
終放棄了交易。

「米路」傳日之泉任職
2013賽季，中甲廣東日之泉奪得聯賽季

軍，但遺憾地倒在了升中超的門口，日之泉
高層新賽季將聘用胡里奧擔任球隊主帥，這
名智利外教在米路天奴域擔任中國國家隊主
教練期間擔任助手。有消息稱，在胡里奧成
為日之泉主教練後，「米路」也將掛任日之
泉顧問或者總教練。

恒大簽卓爾隊長梅方
1日，中超王者廣州恒大官方宣佈簽約武

漢卓爾隊長梅方，梅方將在1月20日直接前
往廣州和球隊會合。恒大官方表示相信梅方
會增強球隊的陣容厚度，豐富球隊打法。恒
大的這筆簽約也是中超轉會2014年的第一筆
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珍、李薇、
任傑深圳報道）李娜昨日與90後烏克
蘭小將基琴科的深圳網球賽16強賽
中，發揮穩定，只是在第2盤第5局的
時候連續出現3個雙誤，但她很快便
調整過來，最終以6：1及6：4擊敗對
手晉級8強。下一輪，李娜將面對曾
在2011年中國網球公開賽首輪中橫掃
自己的羅馬尼亞球員尼庫萊斯庫。

談到第2盤第5局的那次連續3個
雙誤，李娜也表示自己改了發球動作
之後依然有些不穩定。「發球畢竟是
新動作，第一個比賽中多少會有些不
穩定的因素在裡面。」李娜說，「也
是希望通過這個比賽、通過更多的計
分，來鞏固自己新發球動作的穩定
性。」
之前，李娜曾表示如果能夠戰勝擊

敗過自己的對手，會有一種「復仇」
的快感。但昨日她談到下一輪面對曾
戰勝自己的尼庫萊斯庫時笑稱，復仇
的感覺更適合在贏比賽之後再來談
論，「上一次（對戰）是兩年前，兩
年時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她的打法
跟一般女孩不太一樣，所以明（今
天）天更多的需要注意她在場上的變
化。」

新華社廈門 1日電 2013 年「霧
霾」一詞席捲全國，當馬拉松遭遇霧
霾天氣，又該如何應對？國際田聯主
席迪亞克1日在此間表示，霧霾天氣不
能阻止馬拉松賽的舉辦。
當日，迪亞克出席了廈門國際馬拉

松賽開幕式及相關活動。他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大氣污染是國際上許
多城市都面臨的問題，但霧霾天氣並
不能阻止馬拉松比賽的舉辦。
馬拉松是體育賽事中有氧需求量最

大的項目，此前在北方舉辦的多場馬
拉松比賽中，參賽選手為了防霾，甚

至戴上口罩參加比賽。
迪亞克指出，體育運動
本身並不存在問題，賽
事還會如期舉辦。但各
地政府應採取必要的措
施防患於未然，如減少
運行車輛，降低工廠排
放，對比賽當天空氣品
質進行監測，保證空氣
污染降低到最低。
談到此次廈門國際馬

拉松比賽的自然條件，
迪亞克說，廈門具備得
天獨厚的優勢，冬季氣
候溫暖，空氣品質優
良，且比賽線路依山傍
海、風景如畫，堪稱
「最美賽道」。他建

議，廈門應多加宣傳，吸引更多的國
際選手特別是歐美選手來廈門參賽。
據大賽組委會介紹，2014年廈門國

際馬拉松賽將以「美麗廈門、健康生
活」為主題，突出綠色、低碳、環保
理念。屆時，將有市民到比賽現場宣
傳禁煙，倡導「無煙馬拉松」，500個
家庭還將充當「環保衛士」，在馬拉
松賽道上邊行走邊清理沿途垃圾。
始於2003年的廈門國際馬拉松賽至

今已舉辦11屆，且連續7屆榮獲國際
田聯路跑金牌賽事稱號。

中國女乒全隊穿裙裝，有人認
為，女乒運動員完全可以像網球明
星那樣迷人和受人關注。不過有內
地媒體評論就覺得，這一觀點得看
放在誰身上，比如日本女乒選手福
原愛，穿上裙裝就非常可愛，謀殺
不少「菲林」。可是在中國女乒
中，似乎能把裙裝穿出味道的人，
太少了。
有些短髮女運動員，風格偏中

性，丁寧的中性打扮，非要她穿上
飄飄裙裝，似乎有悖她的風格；而
像劉詩雯這樣可愛型的姑娘，倒是
蠻適合裙裝。不過，哪款裙裝她穿
了最好看？是優雅的連身裙還是幹
練的T恤加短裙呢？

女乒穿裙裝，雖然是向
網壇看齊，但縱觀職業網
壇，舒拉寶娃的裙子符合
她推銷糖果的顏色……球員
的服裝往往被賦予個性色
彩。而中國女乒全隊的服裝供應
商，源自同一品牌，不知會否為
每一名球員度身定做。就好比我
們去買服裝，必須要試穿，因
為，穿在模特身上好看的，不一
定適合每一個人。
至於女乒新裙裝究竟會有怎樣

的視覺效果，會給大家帶來什麼
樣的驚喜，還是請乒乓球迷們做
好準備，拭目以待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黃飆表示，贊助商提供了一套連衣
裙和三套分體裙，都是為李曉

霞、丁寧等隊員量身定做的，「她們覺
得新裙裝穿得比較舒適，而且看上去很
時尚。」據悉，1月9日至12日乒聯職
業巡迴賽總決賽期間，中國女乒將身着
裙裝正式亮相。
女隊員穿裙裝是國乒女隊主帥孔令輝

琢磨出來的推廣計劃之一，他說：「過
去女隊員大多數都是穿短褲、短袖T恤
比賽，跟男孩沒什麼太大區別，我認為
無論從現場還是電視轉播的效果分析，

女孩還是穿裙子更好
看。中國隊
隊 員 穿

裙子，其他選手穿短褲，很明顯還是有
區別的。」
2013年8月在河北保定舉行的女子

「攻削大戰」中，國乒女將們身着無袖
連衣裙出場，秀出了香肩、鎖骨和雙
臂，這也是中國女乒的「集體裙裝處子
秀」，一度引發熱議。當時，國乒的贊
助商來不及為女將們設計裙裝，姑娘們
就從網球裙裡根據自己的喜好挑選了一
些。不久前，服裝贊助商來到乒乓球
隊，為女將們量身定做了一批裙裝，不
過，這批裙裝不會再是性感的露肩款。

穿打底褲不怕走光
被問及隊員們是否適應新裙裝，黃飆

說：「她們都覺得不錯，當然，穿短裙
是一個習慣問題，還需要時間適
應。」那麼隊員們是否擔心走光？
黃飆回答道：「不存在走光吧，
都是穿打底褲的。穿裙裝顯
得更加時尚，像網球運動
員穿裙裝效果不是很好
嗎？」
事實上，此前有媒體

報道，女乒姑娘們並不牴
觸裙裝。丁寧說：「現在女
選手穿裙子總體上還很
少，所以這樣的服裝也不
太多。贊助商給我們大家
量身定做一些，希望讓
外界看到不同的我們
吧！」裙裝很適合身
材嬌小的劉詩雯，她
說：「我們明年的
形象會有很大的變
化，1月的迪拜總決

賽，大家可以關注和期待
一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田聯主席：霧霾不能阻馬拉松

李娜闖深圳賽8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葉臻瑜廈門
報道）2014年廈門國際馬拉松賽今
日鳴槍開跑，埃塞俄比亞名將尼吉
斯作為運動員代表出席昨日媒體見
面會，他有望再度刷新賽會紀錄。
記者了解到，本屆比賽報名人數

超過8萬人，其中香港有505名選手
報名。來自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6
個國家29名高水平男女運動員亦應
邀參賽，其中男子 21 人、女子 8
人，男子組奪冠熱門是埃塞俄比亞
選手尼吉斯，他是2013
年迪拜馬拉松的第4名，

個人最好成績達到了2小時04分52
秒。女子組領銜的是個人最好成績
達到2小時19分52秒的迪巴巴。眾
多高手雲集，目標直指2013年剛剛
創造的男子2小時07分32秒、女子2
小時22分38秒的賽會紀錄。
本屆賽事男、女全程馬拉松冠軍

的獎金仍然是4萬美元，獎金額度居
內地前列，2至8名分別獎勵2萬、1
萬、 5000、 3000、 2500、 2000 和
1500美元。繼續設立成績獎，打破
賽會紀錄獎勵1萬美元，創世界紀錄
重獎1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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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乒6虎
爭直通東京

中國男乒直通東京20選6的比賽決出日前最終結果，梁靖
崑、郝帥、林高遠等6人最終勝出，他們將和王皓、張繼科、馬龍
等6名主力隊員一起，參加1月16日至23日進行的大循環賽，冠軍
選手將直接獲得東京世乒賽團體賽的資格。
經過4天的激烈角逐。A組的郝帥以7勝2負的成績獲得第1，兩位來

自河北的小隊員梁靖崑和程靖淇均為6勝3負，梁靖崑憑借戰勝程靖淇
的成績獲得第2，程靖淇第3。3人獲得直通東京的資格，值得一提的
是，削球手劉燚同樣獲得6勝3負的成績，只是勝負關係上不敵梁靖
崑和程靖淇，獲得第4無緣直通賽，比較可惜。
B組比賽競爭更為激烈，林高遠和周雨均為7勝2負，林高遠
憑借勝負關係力壓周雨獲得小組第1，獲得6勝3負的更是
多達4人，最終來自山東的17歲左撇子選手孔令軒幸運
獲得第3名，他和林高遠、周雨獲得下一階段的
直通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1日，在黑龍江舉行的國際女子冰壺邀請賽
中，由王冰玉率領的中國隊在4強以7：9不
敵加拿大隊，無緣決賽。 新華社

■馬龍在比賽中發球。新華社

■■女乒球手劉詩雯穿女乒球手劉詩雯穿
上裙裝上裙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曉霞穿裙裝訓李曉霞穿裙裝訓
練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職員幫助女乒隊友職員幫助女乒隊友
穿裙裝穿裙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丁寧穿上裙裝丁寧穿上裙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際田聯主席迪國際田聯主席迪
亞克亞克。。 美聯社美聯社

■■廈門馬拉松今廈門馬拉松今
日開跑日開跑。。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安隊球員張稀哲國安隊球員張稀哲。。新華社新華社

■■李娜回球李娜回球。。
記者李薇記者李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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