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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國足）能在
今屆亞洲盃走多遠，他們的表現都已超越
人們的最好預期。在2：1戰勝朝鮮後，
國足小組賽三戰全勝，穩居小組第一。在
下一期國際足協（FIFA）排名中，國足有
望重返亞洲前8，成為2018年俄羅斯世界
盃亞洲區預選賽的種子球隊。
對國足而言，3戰全勝不僅賺足了面
子，世界排名積分也是近10年來收穫最
豐厚的一次。按照國際足協的最新規則，
國足戰勝烏茲別克搶得987分，戰勝沙特
得750分，戰勝朝鮮得383分。這意味着

國足的排名有望超越阿聯酋，一舉從亞洲
第9升至亞洲第5。而根據2018年世預賽
賽制，中國隊進入亞洲前8，便能在40強
賽裡自動成為種子球隊，這無疑令國足進
入12強賽的幾率大大增加。
另外，國足昨飛抵布里斯班，備戰22
日進行的亞洲盃八強迎戰東道主澳洲隊的
賽事。對於這場不是你死便是我活的較
量，澳洲頭號球星卡希爾在接受《悉尼先
驅晨報》訪問時信心滿滿地表示：「中國
隊會感覺如履薄冰」。
卡希爾說：「中國隊是一支值得尊敬的

球隊，中超聯賽近幾年發展很快，中國隊
在本屆亞洲盃上以小組第一出線，同時中
國也是一個很偉大的國家。對陣中國隊我
們必須集中全部注意力，希望能收穫一個
好的結果。」
他表示會全力以赴，「不斷上前逼搶，

讓防守球員無所適從」。
而國足主帥佩蘭則在18日有驚無險地

擊敗朝鮮後告訴記者，「能夠取得三連
勝，讓我在這支隊伍中收穫了自信，特別
是中國隊的團結，讓人看到了中國足球的
希望還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廣東宏遠男籃俱樂部昨宣布更換外援：由傑
夫．阿德里恩頂替中鋒丹尼爾斯。28歲的傑
夫．阿德里恩曾効力勇士、火箭、山貓、公鹿
和木狼等NBA球隊。出色的身體素質、力量以
及籃板是球隊簽下他的重要因素。
傑夫．阿德里恩身高2米01，畢業於康涅狄格大學；

2009年參加NBA選秀，但未被選中，之後遠赴西班牙聯
賽淘金。2010-2011賽季加盟勇士，但在2011年 7月1
日被勇士裁掉。
2011-2012賽季阿德里恩被火箭看中，休城為其開出了

一份為期兩年的合約，但為了給史密夫騰出空間，阿德里
恩僅僅代表火箭上陣8場即宣告被裁，在這8場比賽中，
他場均貢獻2.6分、2.8個籃板。

2013-14賽季，阿德里恩轉戰公鹿，共出戰28場比賽，
場均貢獻10.9分和7.8個籃板。
2014年，火箭再次與阿德里恩達成一份1年的底薪合

同。但2014年10月27日，火箭再度宣布將其裁掉。隨
後，木狼使用傷病特例簽下阿德里恩。惜好景不長，今年
1月8日再被裁。阿德里恩本賽季參加了17場NBA比賽，
場均上場12.6分鐘，貢獻3.5分和4.5個籃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廣東換外援
四國游泳對抗賽將於 1月30日和31日在澳

洲珀斯舉行，這也是中國游泳隊今年參加的
首個賽事。名將孫楊也將在經歷禁藥風波後
首秀，預計會參加200米和400米自由泳兩個
項目的比賽。不過，因興奮劑事件，當地傳
媒對他似乎不太友善，認為孫楊是藥物作弊
（drug cheat）。
去年12月24日，孫楊飛抵澳洲，在黃金海
岸進行訓練。根據澳洲泳協發佈的國外選手赴
澳訓練政策，被禁賽的選手不得到與「領獎台
中心項目」相關的15家俱樂部訓練，而孫楊
的外教丹尼斯所在的俱樂部正是其中之一。因
此，孫楊今次是在新教練、即丹尼斯的前副手
布萊恩．金的監督下訓練，地點距丹尼斯的俱
樂部有20公里之遙。對此，18日出版的《周
日電訊報》毫不客氣地指出，孫楊「一記耳光

打在了澳洲游泳協會的臉上」。
不過，布萊恩．金則表示：「孫楊的禁賽

已經結束，我認為此舉是可以被允許的。他
選擇來到這裡，是因為我們的條件更好些，
並且我不認為這有甚麼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孫楊孫楊澳洲訓練澳洲訓練 月底迎首秀月底迎首秀

鎖定世預賽種子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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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棄將加盟

昨日，中國金花李娜穿着一襲寬鬆的黑色長裙亮
相澳網羅德．拉沃爾球場，全程保持微笑的她

宣布：「很開心我能回來，感謝你們的支持。在這個
夏天我和姜山將迎來第一個孩子，姜山做得很棒，只
發了一個Ace球。」話音剛落，現場觀眾笑成一
片，其中也包括李娜的丈夫姜山。而就在一年之
前，奪得澳網冠軍的李娜曾興奮地對丈夫說，
「你很幸運娶到了我」。

調侃姜山只發一個Ace
隨後李娜在個人社交網站公布了自己
懷孕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和姜山的
第一個孩子就要出生了，此時此刻我
感到無比幸福。」李娜稱，她和姜
山目前已經迫不及待地享受作為
父母的感覺，去翻開他們生活中
一個新的篇章。
羅德．拉沃爾球場對於李娜來

講具有特殊的意義，在這裡她曾
三次殺入決賽，並在去年最終捧
起象徵女單最高榮譽的達芙
妮盃。而李娜昨也表示：
「這是我最喜歡的大滿
貫賽事。」
李娜的經理人公司
──美國國際管理集
團大中華區主席朱亞
當說：「李娜作為運
動員在賽場上取得了非
常傳奇的成就，我相信
她也一定會成為一個快樂

和幸福的母親。」
李娜中國區經理人段鯤也表示：

「非常高興李娜將在2015年迎來自己的小
寶寶，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好消息。我們真誠希望李

娜的贊助商、球迷和各界朋友們能夠一如既往的支持她，和她共同邁
進人生一個新的篇章。」

網友送祝福 為寶寶起名
另外，網友們也紛紛留言送上祝福。網友「我不是文藝青年」調侃
稱：「姜山的一記Ace，開啟中國男子網壇Ace時代」。網友「五迷
杉到」說：「20年後中國網壇又要有一位大滿貫選手了」。
網友「不正經主席」注意到李娜在聲明中用了「我(李娜)和姜山的

第一個小孩就要出生了」這樣的措辭，他希望李娜多生幾個，逼近奶
牛（費達拿）的數量。
此外，還有很多網友關心孩子的名字，因為今年是羊年，有網友提

議，寶寶的名字乾脆叫作「姜小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作為 2014 年澳

網公開賽女單冠

軍，中國金花李娜

昨日亮相組委會特

別為她準備的告別

儀式。這位中國網

球領軍人物在活動

中眼含熱淚，宣布

自己和丈夫姜山的

「愛情結晶」將於

今年夏天出世。

澳 網 首 日 部 分 賽 果澳 網 首 日 部 分 賽 果
女單首輪女單首輪

（（2121））彭帥彭帥（（中國中國）） 22：：00 瑪利亞瑪利亞（（德國德國））

王薔王薔（（中國中國）） 11：：22 赫爾科格赫爾科格（（斯洛文尼亞斯洛文尼亞））

（（22））舒拉寶娃舒拉寶娃（（俄羅斯俄羅斯）） 22：：00 馬蒂奇馬蒂奇（（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33））夏莉普夏莉普（（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2：：00 卡立卡立（（意大利意大利））

（（55））伊雲奴域伊雲奴域（（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11：：22 拉迪卡拉迪卡（（捷克捷克））

（（2727））古絲妮索娃古絲妮索娃（（俄羅斯俄羅斯）） 00：：22 加西亞加西亞（（法國法國））

男單首輪男單首輪
（（33））拿度拿度（（西班牙西班牙）） 33：：00 尤茲尼尤茲尼（（俄羅斯俄羅斯））

（（66））梅利梅利（（英國英國）） 33：：00 斑比斑比（（印度印度））

（（33））費達拿費達拿（（瑞士瑞士）） 33：：00 盧彥勳盧彥勳（（中華台北中華台北））

註註：（：（））內數字為種子排名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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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網球公開賽昨在墨爾本揭
幕，中國金花彭帥在女單首輪比賽
中以6：4，、7：5戰勝德國對手瑪
利亞順利晉級。
名列女單21號種子的彭帥在6號

球場率先出戰，對陣資格賽突圍的
德國選手瑪利亞。雖然在次盤遭正
手強勁的德國姑娘破發，且在盤間
因腿部拉傷申請醫療暫停，但她抵
住對手攻勢，並漸漸找回狀態越戰
越勇，在最後階段連得8分勝出。
瑪利亞世界排名第163位，在澳網
的最好成績為進入次輪，此前與彭
帥的三次交手均告負。
次輪比賽，彭帥將迎戰斯洛伐克

選手萊巴里科娃。
李娜退役後，彭帥成為中國軍團
新一姐，之前又在美網闖入四強，

所以媒體關注度比較高。在賽後的
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之前也
有人將她與李娜類比，目前這種情
勢對她有甚麼影響。彭帥沉吟了一
下，笑說，「你既然知道，那你不
問就不會有影響。」
她表示，美網成績已經成為過

去，目前她只會跟下一輪的對手比
狀態。至於新賽季目標，她表示不
會給自己太大壓力，樹立甚麼目
標。對大家關心的拉傷問題，彭帥
表示，經過理療師處理後感覺好了
不少，應該不會對下場比賽造成太
大影響。此外，去年澳網趕上酷
暑，面臨40多攝氏度的高溫，但今
年天氣比較給力，每天20來度，她
希望這樣的涼爽再多持續幾天。

■新華社

彭帥首輪晉級 拒類比李娜

李娜大事記

出生日期： 1982年2月26日

出生地： 湖北省武漢市

1999年 轉為職業選手

2000年 搭檔李婷奪WTA巡迴賽烏茲別克站女雙冠軍

2002年 當時只有20歲的李娜突然宣布退役

2004年 在姜山的鼓勵和支持下選擇復出

2006年 與姜山低調結婚

2008年 北京奧運會女單第四名

2009年 1月正式「單飛」。9月，歷史性地挺進美

網八強。10月WTA世界排名升至第15位

2010年 1月躋身澳網四強；6月，在伯明翰公開賽

草地賽決賽中，擊敗舒拉寶娃，奪得個人首

個草地賽事冠軍。

2011年 法網封后，首奪得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座大滿

貫單打冠軍獎盃

2013年 澳網遺憾獲得亞軍

2014年 連續第二年打入澳網決賽，並最終奪得個人

第二個大滿貫女單冠軍。2月17日，李娜世

界排名升至世界第二。

2014年 9月宣布正式退役

■孫楊赴
澳 洲 訓
練。
資料圖片

■■李娜與丈夫姜山李娜與丈夫姜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阿德里恩阿德里恩（（左左））於於20102010
年為勇士披甲年為勇士披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孫可孫可（（白衫白衫））於對朝鮮一役取於對朝鮮一役取
得個人第二個入球得個人第二個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李娜昨手捧澳網冠
軍獎盃留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