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社北京13日電 雖然巴
西世界盃的戰火一個月前已然
熄滅，但對於中國足球而言餘
溫猶存，尤其是有關中國是否
應當申辦世界盃的討論依然在
繼續。新華社記者日前獨家專
訪了現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
發展中心黨委書記、曾於2003
年至2013年在足管中心擔任副

主任的薛立，她認為，中國申
辦世界盃總體而言利大於弊。

籌辦所得益 不止球圈
談起申辦世界盃，薛立表

示，如果一旦中國決定申辦而
且最終申辦成功，那麼就進入
了籌辦階段。對於這一階段，
薛立有深入的見解：「籌辦階
段至少 7 年，最長 11 至 15
年。這是最具有積極意義的過
程。比如，制定一整套城市足
球振興的綱要，凡是要成為承
辦城市必須形成地方政府足球
振興規劃：在未來幾年中建立
一個標準專業足球比賽場、6－
8片高品質的足球訓練場、20
片對青少年開放的足球活動場
地；每年對當地青少年足球活
動的投入不少於5000萬元、青
少年足球註冊人口達到青少年

人口的3－5%等等……這期間
由於籌辦世界盃的帶動，全國
範圍的足球設施極大增加和完
善，政府的足球投入顯著增
加，同時吸引了社會資本的進
入，足球人口普及率提升，足
球真正成為文化，足球環境得
到根本改善。這個過程中大量
的足球基礎設施建設也消耗了
國家的剩餘產能，增加了就業

機會，拉動了體育產業和相關
服務業的發展，城市的交通和
環境得到巨大改善，國民文明
素質得到提高。最重要的是成
千上萬的青少年因為愛上足球
而獲得了健康、快樂，變得更
有紀律性、更加自信、更懂得
尊重、更善於挑戰、更有競爭
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申辦世
界盃利大於弊。」

中國辦足球世盃
利大於弊

向足協交仲裁申請
深足10名隊員集體討薪
新華社深圳13日電 記者13日了解到，深陷欠薪風波的中甲深圳紅鑽隊至少

有10名球員已於12日晚集體向中國足協遞交仲裁申請，希望討回被拖欠的薪
水。深足「欠薪門」在一個月前曝光後，中國足協相關人員也趕赴深圳進行了
調查。球員們表示，之所以現在才遞交仲裁申請，一方面給足了俱樂部時間，
另一方面也對足協的執行力心存疑慮。

比賽中打對手
戴琳韓鵬被罰停賽3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13日，中國足協官方公布了對中超球會山東魯
能球員戴琳和韓鵬的處罰決定；其中戴琳因在足協盃比賽中打對手和韓鵬在聯
賽中肘擊對手面部，均因違紀被停賽3場，罰款15000元，但戴琳的停賽將在足
協盃賽中執行，而韓鵬的停賽將在聯賽中執行。至於同日舉行的中超聯賽，
「領頭羊」廣州恒大作客以2：1擊敗大連阿爾濱，續坐榜首。

U20女足世界盃
中國無緣淘汰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13日，

在加拿大舉行的U20女足世界盃小組賽
再燃戰火，小組末輪中國女足迎戰美國女
足；最終美國女足憑借霍蘭在比賽中的梅
開二度和拉韋爾的錦上添花，以3：0完
勝中國女足。中國女足在小組賽3戰2和
1負僅積2分排名第3，無緣淘汰賽。賽後
主帥王軍表示：「我給球隊在本屆世青賽
上的表現打80分，通過這幾場比賽我們
已經展現了發展足球運動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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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冀金牌零的突破
新華社台北13日電 有48名選手參賽的南京青奧會中華台北代表團於13日
傍晚啟程赴南京，期待在這屆青奧會上實現金牌零的突破。在13日上午舉行的
出征儀式上，代表團團長林鴻道介紹說，全團成員共計76人，其中參賽運動員
48名，他們將參加柔道、射箭、乒乓球、舉重、射擊、跆拳道、沙灘排球、拳
擊、羽毛球、田徑、游泳等15個大項比賽。他表示，此次參加南京青奧會的目
標是實現金牌零的突破和總獎牌數超越上屆。據介紹，拳擊、跆拳道、舉重是
中華台北代表團的優勢項目，希望能摘下金牌。

組委介紹籌辦「綠色青奧」
新華社南京13日電 南京青奧組委13日以「綠色青奧與可持續發展的南

京」為主題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了南京秉持「綠色節儉可持續」的辦賽理
念，其中在場館建設方面，組委堅持「能改不建、能修不換、能租不買、能借
不租」的原則，把維修改造和臨建場館作為場館建設的一個基本原則，成為最
大亮點。南京青奧組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戚魯表示，南京在籌辦青奧會過
程中，組委努力探索辦賽新模式，在城市綠色、低碳與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積極
探索，成功完成了舉辦一屆綠色青奧的籌辦工作。

國際奧委會主席飛抵南京
新華社南京13日電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13日飛抵南京，準備出席即將在

此舉行的第2屆夏季青年奧運會。中方沒有在機場安排盛大的歡迎儀式。巴赫
夫婦走出飛機後，在廊橋端口接受了兩名南京少年兒童的獻花，隨後與前來迎
接的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楊樹
安、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于再
清、南京市市長繆瑞林等一一
握手問候。巴赫在接受記者簡
短採訪時表示：「青奧會的舞
台已經搭好，希望來自世界各
地的青年運動員們在南京能夠
廣交朋友，並為奧林匹克精神
的推廣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
娣聞南京報道）13日，作
為東道主的中國青奧代表
團179名隊員、教練員陸

續抵達南京，並入住青奧村，
其中運動員 123名，年齡在

15至18歲之間；據悉，他們將
參加28個大項、91個小項的比

賽。

中國青奧代表團官員常耀介紹，
在來南京之前，所有隊員、教練員
已經在北京體育大學進行了為期4
天的培訓。常耀表示，14日中國
青奧代表團就要參加足球比賽。按
照青奧會的宗旨，代表團對成績並
沒有作硬性規定，倒是希望運動員
在比賽之餘多參加文化交流活動，
廣交朋友。

與傳統的紅色隊服不同，本屆
青奧會，中國運動員小將們都身
穿淺藍色搭配熒光綠配色的隊
服，充分展現了青少年運動員的
青春活力。18歲的跳水運動員吳
聖平是江蘇人，此前已在第12屆
全運會上斬獲1金2銀，這次回到
家鄉比賽，父母將會到現場觀
看，他感到很激動。

據內地媒體《解放日報》報道，羽毛球以外，
中國「超級丹」林丹身份眾多；今年初，他的身
份又多了一個：咖啡店老闆。談及咖啡店，林丹
把開店原因歸結為：「開咖啡店是因為太太謝杏
芳喜歡咖啡。希望未來能像星巴克(國際咖啡店品
牌)那樣開遍全國各地。」
那麼預期咖啡店生意會賺多少錢？林丹笑稱，
「沒有想過太多，但希望是正常吧！哈哈！我覺
得(自己)有一點點(生意頭腦)吧！我更多關心大家
對咖啡店的建議和感受。我會問我的朋友和店裡
的服務人員，哪款咖啡受歡迎？顧客提什麼意
見？我就像一個意見箱。店裡具體事務的管理當
然是有專業的人員來處理。」
那麼生意、社會活動和訓練、比賽如何兼顧？

林丹認為：「我會跟團隊的人溝通、商量。對於
我來說，有一點很重要，我們不是所有社會活動
和有商業利益的事情都會去做。這其中還是有一
個挑選的過程，會選擇能夠傳播正能量的事情。

這兩年我接代言就有這樣的轉變，不再是只要有
代言就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林丹為愛妻開咖啡店 籃壇速報

中美俄邀請賽美國第1
中新社長春12日電 「中青旅盃」

希望工程之夜2014中美俄職業男籃邀
請賽於12日晚在長春落幕，美國明星
隊以不敗的戰績獲得本次邀請賽第1
名；12日晚，本次賽事迎來最後一場
比賽，由吉林東北虎隊迎戰美國明星
隊，最終後者以75：71獲勝。

NBA明星打姚基金慈善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

道）2014姚基金東莞籃球慈善賽於8
月31日將在「CBA第一館」東莞籃球
中心開賽。記者從主辦方東莞市東世
宏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獲悉，NBA球星
柏克和巴迪亞等將率領「美國男籃匹
克明星隊」與「中國男籃明星隊」為

慈善而戰。目前，比賽門票已開始對
外出售。本次比賽門票所得將捐獻到
貧困地區發展籃球事業。

男籃世青賽中國晉8強
新華社迪拜12日電 第3屆U17男

籃世青賽12日繼續在
阿聯酋迪拜進行，中
國隊在16強中以
79：67力克意大
利，在獲得兩連
勝的同時，順利
晉級8強。根據
賽程，中國隊將
於14日在8強中
挑戰衛冕冠軍美
國。前3場表現
出色的趙岩昊今

場繼續發揮上乘，投中5記3分球，
砍下全場最高的32分及6個籃板、5
次搶斷。

■中國隊主教練劉繼增(左)在比
賽中指導隊員。 新華社

■林丹(右)開咖啡店。 網上圖片

■中國女足(右)負美國。 美聯社

魏紀中透露，
國際奧委會

現任主席巴赫提出要對青奧會進行改革，
有關舉措將在今年12月舉行的國際奧委
會執委會上進行討論。「青奧會還在探索
和實踐過程中，還未成熟，」魏紀中
說，「巴赫提出，對青奧會進行改革，
用新的思路來看青奧會，這點完全正
確；青奧會按照奧運模式辦下去，相
似度太高，有可能走進死胡同。青奧
會不是奧運會的『年輕版』，從長遠

來講應該為奧運會更
好發展打下更廣闊的

基礎。」
魏紀中表示，青奧會應從3方

面改革。首先是競技。他說：「運動會講競
技，競技是大眾體育發展的原動力。可是現
在的青奧會競技性不夠，水準不強，社會關
注比較弱。社會對競技的關注在精英體育
上，而青奧會除了個別項目代表世界高水準
外，多數項目水準很低。另外，有些奧運項
目不適合年輕學生，比如舉重等。因此，青
奧會在競技方面要進行改革。」

中學是定型階段具發展重大意義
其次，魏紀中認為，青奧會應該鼓勵各

國家和地區奧委會增加和教育部門的溝通
和接觸，「各國和地區中學教育都是教育
部門管，應該通過青奧會的渠道加強奧委

會和教育部門的聯
合，推動體育在校園
的發展，這樣從長遠
來講很有好處。」
此外，魏紀中又指，青奧會應該更加強

調其公益性、教育性以及文化、體育和教
育的結合，「社會對公益的支持力度更
大、支持面更廣，只有動員更廣泛的社會
資源去支持，才能解決現在青奧會存在的
經費來源、電視轉播等問題。青奧會要靠
公益性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靠經濟方法解
決不了。羅格和巴赫的想法是對的。青奧
會不僅是身體的強健，更在於精神的培
養。中學階段恰恰是青年長知識、長身
體、『長』道德的時候，是定型的階段。
從長遠看，這對青奧會的發展有很重大的
意義。」

非年輕版奧運 未達預期成功
新華社北京13日電 國際排聯終身名譽主席、亞奧理

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魏紀中表示，青奧會是由前任國際奧

委會主席羅格提議創辦的，他的設想是奧運會抓精英，青

奧會抓基層，可是青奧會不是奧運會的「年輕版」，目前

沒有達到預想中的成功，更應該從3方

面進行改革。

中國代表團抵南京 重交友不設獎牌目標

青奧睇多啲

■兩名南京小朋友向巴赫夫婦
獻花。 新華社

■魏紀中談青奧改
革。 新華社

■中國辦足球世盃一直是熱話。 新華社

■■薛立曾薛立曾
於足管中於足管中
心擔任副心擔任副
主任主任。。

新華社新華社

■羅格(右)在南京青奧會吉祥物「砳
砳」身上簽名。 新華社

■■魏紀中認為舉魏紀中認為舉
重比賽不適合青重比賽不適合青
奧奧。。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代表團抵中國代表團抵
達南京達南京。。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