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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由易建聯
籌辦的「薪火陣
營」訓練營至今
已持續3年，其間
他免費參與指導、
培訓籃球少年。
「我走到今天這一
步，都是因為籃球，
所以我希望能夠給愛
籃球的孩子們一個平台
和機會。」阿聯說。
除開辦訓練營，易建聯9日還在廣東佛山出席公益活動。
當日，他與某陶瓷品牌簽約，助陣「慈善中國行」，為孤
寡老人和貧困學生籌集善款。「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力
量，為這個社會多做一點事。」易建聯表示。

來去匆匆的阿聯，昨天與新科CBA總冠軍北
京金隅和廣東、新疆、東莞3強的國手們紛紛
趕赴北京向中國男籃報到。宮魯鳴掛帥的中國
男籃終於湊齊完整集訓隊備戰今年9月下旬在

韓國仁川舉行的亞運會，這是新帥宮魯鳴上任後的
首次集訓，從「宮一期」大名單來看，充分印證了宮
帥此前提出的「新老搭配、新人為主」的選人標準，包

括王治郅、孫悅、王仕鵬、朱芳雨、陳江華、丁錦輝等前國手悉數落
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阿聯熱衷公益 回報社會

在上海綠地申花主帥
沈祥福「下課」10 天
後，高升成為2014賽季
中國足球超級聯賽第二
位失去教鞭的主帥。
遼寧宏運足球俱樂部9

日宣佈，接受主帥高升
的辭呈，任命球隊原助
理教練陳洋為新任主教
練。39歲的陳洋將率遼
足繼續征戰本賽季的中
超聯賽。
上賽季結束後才接過

球隊教鞭的高升，新賽
季剛過5輪就栽了「跟
頭」。1勝2平2負並列倒數第三，
他的球隊再次與保級扯上了關係。
短短5輪聯賽就有兩位主帥慘遭

「下課」，這在中超聯賽歷史上並
不多見，而他們均來自中國本土。

與過往幾季有所不
同，本賽季中超聯賽土
帥的數量首次超越外籍
教練，16支球隊中，土
帥10位、洋帥6位。然
而，就在輿論熱議土帥
能否將迎來「逆襲」一
季時，沈祥福與高升已
悄然「下課」。
聯賽積分榜上，排在

前五名的球隊中僅有一
支是本土主帥執教，而
排在後五名的球隊中卻
有四支由土帥掌舵。儘
管這只是聯賽伊始的數

據，但與納比、艾歷臣、庫卡、曼
薩諾等外籍名帥的對決中，土帥們
已經落後了。內地知名足球評論員
董路甚至預測，至少有5名土帥或將
在本賽季失去帥位。 ■中新社

中超土帥連遭「下課」厄運
新一屆國家男子

足球奧運隊（簡稱
國奧）下周一將在
河北香河基地豎
旗。這支球隊將在
未來不到兩年的時
間裡衝擊2016年里
約奧運。據《新京
報》消息，足協已
確定國家隊前代理
主教練傅博擔任主
教練。
新一屆國奧隊將於下周在香河正式豎

旗，屆時將有30多名球員參加第一期集
訓。傅博現在已經基本上擬定好國奧隊
第一期集訓名單，不過由於下周末還有
聯賽，因此足協會盡量在徵調球員方面
同俱樂部進行協調。
「這次集中不完全是集訓，」傅博表

示：「我們要通過集訓告訴大家接下來

的任務是甚麼，下
一步計劃應該怎樣
制定，我們這支球
隊將來要朝着甚麼
方向發展。大家把
這些問題都想明白
了，比光訓練更有
實際意義。」
國奧隊豎旗後

的首個任務是5月
21日揭幕的法國
土倫盃比賽，而球

隊今年的重頭賽事是仁川亞運會。
土倫盃賽，中國隊同智利、法國、墨

西哥和葡萄牙同組，對手實力非常強。
對於土倫盃的比賽結果，國奧隊並不看
重，他們只是想通過這樣的國際交流比
賽練兵，從而為衝擊2016年里約奧運會
積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奧下周豎旗 傅博任主帥

世界一姐、一哥齊躋身8強！新加坡羽毛球公開賽昨日進行了次圈
賽事，世界一姐、中國奧運冠軍李雪芮打足3局之下，以2：1擊敗日
本選手三谷美菜津，殺入女單8強。至於世界一哥、馬來西亞名將李
宗偉則不費吹灰之力地，以2：0擊敗中國球手陳躍坤，打入男單8
強。
李雪芮今仗面對世界排名第12的日本選手三谷美菜津遇上不小阻

力。一上場，李雪芮就被對手以21：17先下一城；一局在手的三谷
美菜津，次局愈戰
愈勇，幸好李雪芮
在危急關頭打出
「世界一姐」應有
的 水 準 ， 終 贏

21：19，將總
分扳平。決
勝局，李

雪芮乘勝追擊，再贏21：12；
她共花了 59分鐘才能拿下對
手。殺入8強後，李雪芮的對手
將是中華台北球手戴資穎。
至於女單2號種子、中國球手

王儀涵就以21：19及21：7擊
敗印度球手土拉西，躋身8強；
另一名中國球手韓利則以21：
16及21：14擊敗日本名將廣瀨
榮理子，再過一關。
「一姐」李雪芮殺入8強，當然「一哥」李宗偉亦不能失威！「大馬之

寶」李宗偉次圈面對中國新秀陳躍坤，不費吹灰之力之下，以21：11及
21：6贏波過關；李宗偉在8強將會面對次圈擊敗香港球手黃永棋的泰國
球手坦農薩克。至於另一名香港球手胡贇則打入8強，他次圈以21：11及
21：15擊敗印尼球手狄俄尼索斯，8強將面對印度球手史里干的考驗。

而賽事5號種子、中國球手杜鵬宇則以21：17、
18：21及21：12擊敗印度球手普拉諾，晉身8強；
而另一位中國球手高歡則以14：21、21：8及18：21
負於韓國球手李東根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星 洲 羽 賽

國足亞洲排名跌出前十
在國際足聯10日公佈的新排名中，中國男足上

升兩位列世界第96位，不過在亞洲的排名從第
10位降至第11位，被卡塔爾超越。伊朗、日本
和烏茲別克位列亞洲前三，西班牙、德國和葡萄
牙穩居世界前三。本期排名，由於中國男足在這
個周期內沒有參加國際賽事，積分從上一期的
339分下降到這一期的333分，少了6分。而卡塔
爾的積分從330分上升到336分，因此排名超過
中國隊，位列亞洲第10。 ■中新社

李月久入國際體操名人堂
國際體操聯會日前宣佈，中國首位男子體操世

界冠軍李月久入選國際體操名人堂，將於5月17
日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城舉行儀式。1981年 12
月，在前蘇聯莫斯科舉行的第21屆世界體操錦標
賽上，李月久以19.775分獲得男子自由體操冠
軍，為中國男子體操奪得首個世錦賽冠軍榮銜；
1983年10月布達佩斯舉行的第22屆世界體操錦
標賽，他與隊友一鼓作氣，奪得男子團體世界冠
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陳海威奪世青賽男花冠軍
2014年世界青少年擊劍錦標賽當地時間9日在

保加利亞的普羅夫迪夫進行了男子花劍青年組的
決賽，中國選手陳海威獲得冠軍。陳海威先後戰
勝烏克蘭、西班牙、法國、美國選手，在決賽中
以15：6的絕對優勢擊敗捷克選手秋皮尼奇。今
次比賽，中國派出25名運動員參加6個劍種18個
單項的比賽。 ■新華社

李宗偉李宗偉李雪芮李雪芮晉級晉級

CBA結束
後，

26歲的阿聯將全部精力轉移到
國家隊上，「今年從球員名單、教練

組更換來看，國家隊真正面臨一個大換血
的狀態，我跟宮（魯鳴）指導聊天，他說『在

這批球員中你最老了』。我也清楚地感覺到，年輕
球員要慢慢站出來，慢慢去面對比賽和世界大賽的考

驗。我是第一次面臨這種狀況，年紀最大，其他都是年輕
人，90後都算年齡大的了。」
由於赴美特訓，阿聯還沒向國家隊報到，但他表示：「作為

一名老球員，我已經和宮指導溝通過，知道在他的理念和戰術中我
要承擔甚麼角色，他需要我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在這個基礎上幫助年
輕球員融入球隊。很多年輕球員從地方隊進入國家隊，面對各種比賽和
世界大賽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這也是我可以幫助他們的地方。」
「宮指導是一個很有資歷的主教練，他很早就帶過國家隊，也做過國家隊

領隊，我們在06年有過一次接觸，他那時做國家隊領隊，但這次是真正一起
合作，接下來我會去和他溝通，看如何一起幫助國家隊從去年亞錦賽的失利
中走出來。」

望廣東隊下季重振旗鼓
對於剛剛結束未幾的CBA聯賽，易建聯領軍的廣東宏遠在季後賽四強以2：3

不敵最終稱霸的北京金偶，從而無緣衛冕，易建聯承認「經歷了一個比較困難的
賽季」。他說：「過去一個賽季，對廣東隊來講是一個比較困難的賽季，拿下常
規賽冠軍。季後賽準決賽我們也有機會，五場比賽打得很激烈，但卻輸在一個生
死球。過去12年8次獲得總冠軍，現在首次無緣總決賽，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困難
時期。」但易建聯認為，廣東隊無緣總決賽並不等於天塌下來，「經歷失
敗，才會找到重拾總冠軍的慾望和態度，（我們）會重振旗
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CBA（中國男籃職

業聯賽）落幕，隨之而來的是中

國男籃集訓。作為中國男籃主力，易

建聯好不容易忙裡偷閒，日前赴廣東佛山出

席公益活動。活動現場，帥氣的阿聯人氣爆棚，

他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無緣總決

賽並不等於天會塌下來，廣東隊將

重振旗鼓，下季捲土重來。

而談到中國男籃，這位

前 NBA 球員希望

帶領年輕的國

家隊走出去

年亞錦賽

失 利 的

困境。

■4月9日， 「大
力神盃環球之旅」
在上海巡展，眾多
足球迷近距離感受
大力神盃的神奇魅
力。

新華社

■■易建聯年初探訪公益學校與
師生包餃子。 資料圖片

■■傅博傅博（（上上））將任國將任國
奧主帥奧主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魅力
無法擋

■■李雪芮苦戰三局勝日本李雪芮苦戰三局勝日本
的三谷美菜津的三谷美菜津。。 新華社新華社

■■上海綠地主帥上海綠地主帥
沈祥福較早前下沈祥福較早前下
課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宗偉順利晉級李宗偉順利晉級
八強八強。。 新華社新華社

■■易建聯希望幫易建聯希望幫
助年輕球員盡快助年輕球員盡快
融 入 球 隊融 入 球 隊 。。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建聯易建聯（（1111號號))已是中國男
已是中國男

籃年紀最大的一位

籃年紀最大的一位。。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 在 激 烈 的在 激 烈 的
CBACBA比賽中比賽中，，
易建聯面部受易建聯面部受
傷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