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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足協昨日公布，因在亞冠8強賽第一回
合，廣州恒大主帥納比衝進球場質疑阿聯酋
籍主裁哈桑，被亞足協判停賽4場及罰款
5000美元，由於其中一場停賽已在8強賽第
二回合比賽中執行，剩下的3場停賽將在今
後的亞冠賽事中執行。

今年的亞
冠8強賽首回
合，恒大客
場以0：1不
敵西悉尼流
浪者，張琳
芃和郜林先
後被罰下，
兩張紅牌均
有爭議。納

比憤怒衝進球場質疑阿聯酋籍主裁哈桑。
賽後，亞足協表示納比衝進球場指責裁判

的行為違反相關規定，並對其先作出停賽一
場的處罰，銀狐也缺陣了兩隊8強賽次回合
的比賽。不過這一場停賽，只是由亞足協裁
判部提請裁委會主席林開桐開出的臨時罰
單。
經亞足協進行深入調查，昨公布對納比的

處罰：由於違反了亞冠盃比賽準則第57和
第69條，判停賽4場，罰款5000美元。但
因之前已停賽1場，剩下的3場停賽將在今
後的亞冠賽事中執行。
另外，恒大助教馬達洛尼，理療師科蒂和

西悉尼流浪者主教練波波維奇也分別被停賽
2場及罰款2000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納比亞冠指責裁判罰停賽4場

該節目稱：「目前我國在海外的留洋球員有230
人左右，主要是分布在葡萄牙、西班牙還有巴

西，此外在法國、比利時、美國、日本也有零散的分
布。從留洋球員的年齡分層來看，18歲及以上的球
員佔總人數的18％，而佔比例最大的則是15歲及以
下的小球員，佔總人數的64％，他們其中絕大多數
分布在西班牙。」

約230名中國球員留洋
而在西班牙踢球的12至15歲的小球員，得益於萬
達和足協的簽約。萬達輸送的90名球員分別在馬
體、維拉利爾以及華倫西亞三家俱樂部踢球。萬達集
團老闆王健林表示，現在每家俱樂部都有1至2名尖
子球員，這已經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結果。
此外，節目還指出，內地俱樂部索要高額轉會費致

使球員無法留洋。俱樂部之所以支持球員留洋，要麼
是寄望球員水平提高之後能回國為俱樂部効力，要
麼就是通過球員轉會收取高額的轉會費，不讓自己
對小球員的投資白白浪費。國外有的俱樂部願意

承擔一定數額的轉會費，但是一些內地俱樂部卻趁機
獅子開大口，海外球員加盟這些俱樂部的時機就這樣
錯過了。例如，曾參與葡萄牙留洋計劃的小球員阮楊
曾有機會簽約士砵亭，但因阮楊所屬的杭州綠城索價
400萬人民幣的轉會費，令阮楊的留洋夢成為泡影。
節目還以日本為例稱，日本的本田圭佑以及岡崎慎

司在轉會歐洲時都是零身價，香川真司轉會歐洲時也
不過是50萬歐元，但今天他一個人的身價已等於整
個中國國家隊。

留洋非中國足球捷徑
不過，對於把青少年球員送到國外踢球，有專家認

為此舉並非中國足球發展的捷徑。知名足球評論員張
路表示：「留洋沒甚麼壞處，但把希望寄託在留洋
上，中國足球就有了希望了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而法國名宿柏天尼日前在出席一個足球論壇時也
認為留洋應適度。
最後，央視在節目中總結道：「從最早的1993年

健力寶留洋開始，中國足球的留洋計劃已進行了21
年，其中有官方派的，有企業輸送的。今年的亞青
賽，有一多半的球員來自海外，留洋成效有目共睹。
但指望幾個孩子解決中國足球的長期問題，顯然
不太現實。留洋是一條捷徑但不是通途，
中國足球要發展只能依賴自己的青
訓和普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央視昨在系列片《五問中國足球》調研報告之留洋篇中指出，目前中國的海外球員人數約為230

人，但內地俱樂部在國外同行有意引進中國球員時趁機獅子開大口，致使球員留洋夢碎。其中，綠

城球員阮楊就因球會索要400萬人民幣的轉會費，而錯失簽約葡超豪門士砵亭的良機。

國際排聯洛桑時間5日發布了
2015年排球賽程，重頭戲女排世界
盃將在8月22日-9月6日舉行，世
界女排大獎賽則提前到6月開戰，
第一檔總決賽在7月底上演。另
外，男排世界盃將在9月8日-23日
舉行。
根據2015年賽曆，國際排聯主

辦的男女排世界俱樂部錦標賽首先
在5月登場，同時世界男排聯賽從
5月16日揭幕一直持續到7月19日
落幕。世界男排聯賽第一檔總決賽
將於7月14日-19日在巴西舉行，
第二檔總決賽7月10日-12日在保
加利亞開戰，第三檔總決賽7月3
日-5日在斯洛伐克舉行。
6月除了世界男排聯賽繼續激戰

外，由於2015年重頭戲女排世界盃8月開打，所以世界女排大
獎賽將提前到6月26日揭幕，比賽一直持續到8月2日落幕。值
得一提的是，第一檔總決賽於7月22日-26日在美國舉行，第二
檔總決賽7月31日-8月2日在波蘭收尾，第三檔總決賽7月10
日-12日在澳洲舉行。重頭戲女排世界盃8月22日-9月6日在日
本舉行，男排世界盃9月8日-23日接檔繼續在日本舉行。
另外，U19男排世錦賽(世少賽)將於8月底到9月初在阿根廷
舉行，具體時間尚未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
報道）5日晚，2014-15賽季中國男
子籃球職業聯賽（CBA）第15輪，
廣東隊在主場東莞籃球中心迎戰東
莞隊。易建聯在比賽中砍下41分，
創下本賽季中國球員得分紀錄，率
領廣東隊以絕對優勢109：86輕鬆4
連勝。另一場關注度最高的遼寧對
北京的比賽中，遼寧隊續寫不敗紀
錄，以106：99拿下北京隊。
本場比賽中廣東隊針對自己熟悉

的老對手防守嚴密，外援布朗在比
賽中明顯被抑制，僅得20分。廣東

隊主場，全場也佔據壓倒性優勢，
易建聯完爆東莞隊內線，半場就已
經得到23分，全場出場36分鐘就創
下了本賽季中國球員得分紀錄的41
分，也貢獻了7個籃板。
本輪另外一場重量級的較量是遼

寧對北京。前國手郭士強帶領的遼
寧隊本賽季15連勝，當晚的比賽，
遼寧隊依然延續慢熱狀態，北京隊
在進入第四節前一路領先，最多達
20分。但末節，遼寧隊憑藉楊鳴和
哈德森發威，接連打出漂亮快攻，
最終再次逆轉取勝。

計成續約荷蘭單車隊
荷蘭Giant-Shimano車隊

當地時間5日在其官方微博
上公布，已與首位完成環法
的中國單車選手計成正式續
約，新合同為期兩年。在微
博中，車隊表示：計成和我
們車隊成功續約，新合同為
期兩年！作為第一個參加並
完成環法的中國人，計成度
過了不平凡的2014年，他的
表現受到了車隊上下的廣泛
肯定。今年7月，27歲的黑
龍江小伙子計成在環法單車
大賽中堅持騎完全部21個賽段，騎行3663.5公里，共計96小
時1分30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亞田賽明年武漢舉行
2015年亞洲田徑錦標賽將於明年6月3日至7日在武漢體育

中心舉行。日前，亞洲田徑聯合會主席蘇拉蓬與中國田徑協會
副主席、國家體育總局田管中心主任杜兆才等一行16人，前
赴武漢就本次賽事籌備工作進行全面考察。由於明年8月還將
在北京舉行世界田徑錦標賽，而本屆亞錦賽冠軍將直接獲得北
京世錦賽資格，屆時將會吸引各國最優秀的選手前來角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永波否認林丹單飛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許桂麗 張勇
青島報道）
12 月 4 日，
青島市體育局
與青島合展仁
洲羽毛球俱樂
部簽署合作協
議，青島合展仁洲羽毛球俱樂部將代表青島，征戰
2014-2015「中國羽毛球俱樂部超級聯賽」。國羽總教練李永
波在出席新聞發布會時澄清，近來坊間盛傳的林丹「單飛」一
事純屬謠言，他稱，從羽聯角度來看，在中國乃至世界羽聯都
不允許運動員以個人身份參加比賽，必須通過協會報名參加。
中國羽毛球國家隊的每位運動員都是由國家培養，在團隊中成
長，不可能出現「單飛」情況。

CBA第15輪賽果
新疆 109：110 吉林
上海 90：79 佛山
浙江 117：106 同曦
重慶 114：128 青島
八一 70：81 江蘇
廣東 109：86 東莞
北京 99：106 遼寧
福建 119：100 四川
天津 88：109 廣廈
山東 101：104 山西

女排世界盃女排世界盃88月揭幕月揭幕

世界排聯2015年賽程
時間 賽事 地點

5月5日-5月10日 女排世俱賽 瑞士
5月5日-5月10日 男排世俱賽 巴西
5月16日-7月19日 世界男排聯賽 各地
6月26日-8月2日 世界女排大獎賽 各地
7月3日-7月12日 U20女排世錦賽 塞浦路斯
8月7日-8月16日 U18女排世錦賽 秘魯
8月12日-8月19日 U23女排世錦賽 土耳其
8月22日-9月6日 女排世界盃 日本
8月24日-8月31日 U23男排世錦賽 阿聯酋
9月8日-9月23日 男排世界盃 日本
9月11日-9月20日 U21男排世錦賽(世青賽) 墨西哥

大
獎
賽
提
前
舉
行

大
獎
賽
提
前
舉
行

■■仁洲羽毛球俱樂部揭牌仁洲羽毛球俱樂部揭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勇 攝攝

■■計成去年參加環計成去年參加環
法大賽法大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建聯易建聯（（右右））在對東莞在對東莞
一役獨得一役獨得4141分分。。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排在中國女排在20152015年將迎來年將迎來
世界盃的考驗世界盃的考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納比納比（（左左））在亞冠比在亞冠比
賽指揮作戰賽指揮作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巴甲受訓的魯能小在巴甲受訓的魯能小
將唐詩將唐詩。。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阮楊因綠城索阮楊因綠城索400400萬元轉萬元轉
會費而無緣留洋會費而無緣留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上源為比王上源為比
利時布魯日建利時布魯日建
功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