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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北侖備戰世界盃
中國女排日前飛抵寧波北倫備戰下半年的一系列國際賽，主帥郎平

將根據集訓情況和一些國際比賽的表現，確定參加今年世界盃的最終
人選。女排世界盃將於8月22至9月6日在日本舉行，參賽的12支球
隊已全部產生，她們包括：非洲的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東道主日
本、世錦賽冠軍美國、亞洲的中國和韓國、歐洲的俄羅斯和塞爾維
亞、中北美洲的多米尼加和古巴，以及南美洲的阿根廷和秘魯。

■記者 陳曉莉

艾佛遜：再也不想來中國
前NBA球星艾佛遜上月訪華因是否披甲

上陣問題而引起商業糾紛，令西安站及內蒙
古站「流產」。事後，艾佛遜向美國傳媒表
示，他再也不想來中國。艾佛遜經紀人甚至
透露：艾佛遜團隊本打斷取消此後的中國行
活動，但是中方代理團隊極力勸說中國行活
動繼續。其中一位中方代理人甚至以自殺相
要挾，由於艾佛遜一方處於十分不利的環境
下，最終艾佛遜同意了中方代理要求。

■記者 陳曉莉

中日擂台紀念賽即將啟動
江鑄久九段昨日透露，「中日圍棋擂台賽30周年紀念賽」系列活

動即將啟動，聶衛平九段和武宮正樹九段將領銜參加紀念賽。紀念賽
中日兩隊的陣容為，中國隊：聶衛平、馬曉春、江鑄久、俞斌、常
昊；日本隊：武宮正樹、依田紀基、小林覺、山城宏、今村俊也。30
年前，首屆中日圍棋擂台賽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圍棋熱潮，成為一代人
的青春記憶，前三屆比賽11連勝的聶衛平也贏得了「聶旋風」的美
譽。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
道）近日有外媒爆料稱，易建聯與廣
東隊已經基本達成續約意向，並將簽
下5年一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新
合同。如果消息屬實的話，易建聯將
再度刷新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
本土球員工資的最高紀錄。
易建聯與廣東隊的合同於今夏到

期，作為當仁不讓的「本土第一
人」，他的去向牽動很多人的神經。

由於聯賽結束已經接近3個月，阿聯
與球隊始終未能敲定新合同，與此同
時傳出北京、新疆曾開出高價合約的
消息。面對流言蜚語，廣東隊一直在
釋放積極信號，表示易建聯肯定會留
在母隊繼續効力。易建聯也曾接受採
訪時表示：「我從來沒有想過會離
開，很希望能夠留隊。不過合同的細
節條款還沒有談好。」
近日網絡媒體爆料，阿聯的續約

問題「幾乎沒有問題」。其中新合
同年限說法紛紜，但年薪都直指
2000萬元。
上賽季阿聯全勤出戰46場，且場

場首發，場均可以貢獻27.6分，是
近四個賽季最高，此外還能拿到場
均10.8個籃板以及1.7次搶斷和1.3
次封阻，是當之無愧的國產第一
人，並連續第三個賽季拿到常規賽
MVP稱號。

易建聯傳五年億元續約廣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宇）香港時間6
月22日18時57分55秒，東風隊衝過沃爾沃環
球帆船賽最後一站哥德堡的終點線，以第四名
結束了最終賽段。在這場長達9個月的極限角
逐中，中國船隊歷經考驗，終於摘得了總成績
季軍，代表中國首次登上全球頂尖離岸帆船賽
的領獎台。
沃爾沃環球帆船賽最後一個賽段，從法國洛

里昂到瑞典哥德堡，比賽
全長960海里。儘管該賽
段在長度和艱難程度上遠
不及其他跨洋賽段，但作
為決戰賽段，除早已鎖定
冠軍的阿布扎比隊，東風
隊、曼福隊、布魯內爾隊
在最後賽段的排名將直接
影響總積分成績，為了登

上終極領獎台，三支隊伍不得不奮力一搏。
香港時間6月16日從法國洛里昂出發後，阿

布扎比隊表現出色，一路領先。東風隊也一直
保持着第二名的位置。
然而，哥德堡門前風力減弱讓東風隊、曼福

隊和布魯內爾隊不斷交替名次，最後一海里內
上演終極決戰。最終阿布扎比隊率先衝線，當

之無愧的贏得了冠軍，布魯內爾隊、曼福隊、
東風隊相繼衝線。
「整個比賽流過血、流過淚、流過汗，酸甜

苦辣都嘗過一遍。突然到今天發現這一切結束
了，心裡多少有一些傷感。」中國船員楊濟儒
在賽後坦言複雜的心情。
東風隊是沃爾沃環球帆船賽歷史上第一次

擁有多名中國船員的船隊，由6名中國新手
和6名西方水手共同組成。跨越四大洋、經停
11個國家的沃爾沃帆船賽至此落下 2014－
2015賽季的帷幕。年輕的東風隊共摘得兩個
賽段冠軍、兩個賽段亞軍、三次賽段第三名
和一個港內賽冠軍，經歷過桅杆折斷和第八
賽段慘遭「滑鐵盧」的挫折，「東風號」終
於在全球頂尖離岸帆船賽上，創歷史佳績站
上領獎台。

沃 帆 賽 落 幕沃 帆 賽 落 幕

據新華社分析，每一個關心中國女足的人都知道「中美大戰」的淵源，無論是
1996年奧運會，還是1999年世界盃，當時處於黃金期的「鏗鏘玫瑰」兩次在

決賽中輸給美國人，無緣冠軍。隨後的16年來，隨着中國女足走向低谷，美國隊
依然是擋在她們面前的一座大山。至今，國際足協統計的中美女足A級賽事交鋒紀
錄，中國隊以8勝11和31負處於絕對下風。

交鋒紀錄處絕對下風
從必須考慮到的困難看，中國隊將遭遇開賽以來最為強悍的逼搶和最為犀利的
進攻。依舊堅持傳統442陣形的美國隊，以6名前場球員，組成一條集體前壓緊逼
的「高壓線」，形成令人窒息的壓迫之勢。此外，身體具有優勢的美國隊員，防
守、搶斷的攔截面非常廣，只要對手的傳球力量不足、線路不到位，都會高頻率
地將球斷掉。這對於身高、對抗都不佔優的中國姑娘們來說，她們必須要在傳球
的力量和精度上，有更準確的判斷。
在進攻上，美國隊一直堅持的快速推進、「高空打
擊」，套路成熟，這對防高空球處於劣勢的中
國隊來說，也是極大挑戰。在2：2打和
新西蘭的小組賽中，身高處於劣勢的
中國防線，已經暴露出對「高舉高
打」進攻的不適應，多次出現險情。
而且，要格外注意的是，在高空球第
二點爭搶上，美國隊「王牌射手」瓦
姆巴赫有極強的門前「嗅覺」能力，前
插和搶點能力十分突出。

美主力黃牌累積停賽
面對如此強悍的對手，中國隊按照隊員們
的話說，必須要發揮好整體的傳控特點，才有
取勝的機會。在「郝家軍」擅打的4231體系
中，雙後腰任桂辛和譚茹殷，將是中國隊能否
突出「逼搶重圍」的關鍵。兩人身體對抗都處
於劣勢，美國隊屆時一定會對中國「雙核」強硬
「絞殺」，壓縮她們的傳球空間。
當然，中國女足也有利好消息。
美國隊主力後腰霍利迪、右前衛拉
皮諾因黃牌累積停賽，下場都無
法出戰，這對全隊攻防體系肯
定有影響。而且，從心態
對比看，已經沒有包袱
的中國「玫瑰」，與志
在奪冠的美國隊相
比，肩上的壓力要
輕。■記者梁啟剛

以以22：：00撐過了撐過了

哥倫比亞全力阻哥倫比亞全力阻

擊的美國女足擊的美國女足，，雖雖「「如約如約」」與與

中國女足在世界盃八強相遇中國女足在世界盃八強相遇，，但兩但兩

名中場大將的意外停賽名中場大將的意外停賽，，也一定程度也一定程度

上影響了全隊的戰術部署上影響了全隊的戰術部署，，這對志在衝進這對志在衝進

四強的中國女足少帥郝偉以及毫無壓四強的中國女足少帥郝偉以及毫無壓

力的女足姑娘們來說力的女足姑娘們來說，，不失為不失為

一個創造冷門的歷史機遇一個創造冷門的歷史機遇。。

中美女足近中美女足近99年交手無一勝績年交手無一勝績
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 賽果
2014.12.10 巴西 四國賽 中國1：1美國
2014.04.10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3美國
2014.04.06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2美國
2013.03.08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0：5美國
2012.12.16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4美國
2012.12.13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4美國
2012.12.09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2美國
2012.05.27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4美國
2011.01.25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2美國
2010.10.06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1美國
2010.10.02 美國 友誼賽 中國1：2美國
2008.12.07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1美國
2008.12.03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1美國
2008.03.05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0：4美國
2008.01.20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1美國
2007.06.17 美國 友誼賽 中國0：2美國
2007.03.08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1：2美國
2007.01.30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2美國
2006.03.9 葡萄牙 阿爾加夫盃 中國0：0美國
2006.01.22 中國 四國賽 中國0：2美國
2006.01.14 中國 友誼賽 中國1：0美國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女足8強對手是美國隊，無論是教練還是隊員們的態度都
是毫不畏懼。「喜歡和美國交手！再接再厲！好運常伴！一起奮鬥！一起戰
鬥！」昨日看完美國隊戰勝哥倫比亞的16強電視轉播後，中國隊主帥郝偉在社交
平台上留言。
中國隊在渥太華訓練從當地時間22日下午4時30分開

始，上一場首發的隊員以調整恢復為主，而替補隊員
則進行了強度較大的訓練。雖然訓練時美國與哥倫
比亞隊的16強比賽尚未開打，球員們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不會懼怕美國。「如果是碰到美國，我們也
不怕，」前鋒古雅沙在訓練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中國女足不是弱隊，我們擊敗她們也不是冷門。」
隊長吳海燕表示，中國隊與美國隊交手沒有壓力。

「八進四如果打美國，我們沒有太多壓力。」她說。這
位中國隊的後防中堅表示，之前不管是因為運氣還是實力
贏球，中國隊都將繼續前行。「如果說所有比賽都有運氣成
分的話，我想好運會一直陪伴着我們；如果說有實力的話，我們

一定有實力再往前走。」
中國隊與美國隊最近一次交手是去年

12月巴西四國賽。當時，中國女足1：1
戰平對手，止住了對美國隊的八連敗。

■記者梁啟剛

遭遇遭遇美國美國 女足女足無懼無懼

女足世界盃淘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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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麥隆

美國
27日 07:30

哥倫比亞

德國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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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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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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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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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瑞士

冠軍

中國
1:0

德國
4:1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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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1:0

加拿大
1:0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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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04:00

28日 04:00

英格蘭
2:1

28日 07:30

註:以上為香港時間

東風隊斬獲季軍

■■易建聯易建聯（（中中））將繼續將繼續
為廣東効力為廣東効力。。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艾佛遜上月中國行艾佛遜上月中國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風號船員登上沃帆東風號船員登上沃帆
賽頒獎台賽頒獎台。。 新華社新華社

■■譚茹殷譚茹殷（（左左））將是中國隊將是中國隊
陣中另一個核心陣中另一個核心。。 法新社法新社

■■隊長吳海燕隊長吳海燕（（左起左起）、）、任桂辛任桂辛、、主教練郝主教練郝
偉偉、、球員王麗思和馬君在訓練中球員王麗思和馬君在訓練中。。 新華社新華社

■■美國隊美國隊（（白衫白衫））昨以昨以22：：00擊擊
敗哥倫比亞晉級八強敗哥倫比亞晉級八強。。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