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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女足闖入
加拿大女足世界盃八
強之後，兩則與獎
勵有關的新聞撲面而來。一則是為了表彰任
桂辛在世界盃賽的出色表現，長春女足
決定獎勵任桂辛一台中檔轎車；另一則
是某企業可能會向中國女足送上 100 萬元人
■中國女足球
員 譚 茹 殷 ( 左)
與支持者擊掌
相慶。
相慶
。 新華社

民幣獎金。女足是否需要獎勵、贊助？當然需要。但切莫
將對女足的支持與關注變成一陣風，隨着世界盃的結束而
戛然而止、煙消雲散，而應細水長流、雪中送炭。

級
晉
日 本 ■昨日女足世界

盃 16 強最後一場較量，衛冕
冠軍日本靠吉佐織候及阪口夢穗建功，以 2:1 淘
汰荷蘭，8強將遇上澳洲。
法新社
■ 中國女足球員
任桂辛((前右
任桂辛
前右))。
新華社

姑且不去評價長春女足俱樂部和某企業的
動機為何，在目前這個時機作出上述舉

動是否恰當值得商榷。兩則消息引發強烈關注
的原因在於女足隊員工資待遇較差，多為每月
幾千元，少的甚至千元以下，這與男足職業聯
賽球員的收入相比有天壤之別。女足在中國的
發展落後於男足，但這不僅在中國是如此，在
世界範圍內都是這樣，這是由女足的市場決定
的。
2011 年，日本女足奪得世界盃冠軍，但是大
部分隊員的年薪只有 150 萬日圓(約 7.5 萬元人
民幣)。即便是五屆世界足球小姐馬達在此前効
力的瑞典托雷索俱樂部的年薪才是 31.5 萬美
元，這個薪資水平相比男足可謂差距巨大。隨
着該俱樂部 2014 年破產，馬達在新東家的收入
下降，目前她的主要收入來自於贊助。
其實，國外女足也在為提高女足待遇作出各
種努力。英足總的做法是，從 2009 年開始，英
格蘭女足隊員以集體方式跟英足總簽訂合同，
每年能夠最多從足總得到 2.6 萬英鎊，女超俱
樂部給她們的年薪上限在 3.5 萬英鎊左右。不
過，絕大多數簽訂集體合同的球員只能從俱樂

部得到兩萬英鎊年薪，英格蘭女超聯賽球員最
低的周薪甚至只有 50 英鎊。某些球隊只是為年
輕球員支付上大學所需的費用，而某些年長的
球員則需要做兼職來養活自己。

應從長遠考慮 提高薪金水平

■ 中國女足
中國女足(( 右) 淘
汰喀麥隆後，
汰喀麥隆後
，獎勵
撲面而來。
撲面而來
。 新華社

中國也應從長遠考慮，提高女足薪金水平。
一是借鑒國外做法，比如中國足協與國家隊
隊員簽集體合同，而俱樂部再給隊員提供
一份合同。二是根據聯賽贊助的情況在聯
賽結束後對參賽俱樂部進行補貼，甚至
直接補貼球員；三
是塑造明星球員，
其個人贊助可以成
為收入的重要來
源；四是加大女足
運動員培養，只有
更多高水平運動員
湧現，聯賽水平才
能越高，才能吸引
更多商家介入。
■女足姑娘們努力備戰中
女足姑娘們努力備戰中。
。 法新社
■新華社

快速傳球應對美國逼搶

MERS疫情肆虐 國乒棄赴韓參賽
由於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感染人數不
斷上升，國乒將退出下周在韓國仁川進行
的國際乒聯韓國公開賽。
2015 年國際乒聯韓國公開賽，原定於 7
月 1 日至 5 日在韓國仁川進行，不過由於
MERS 感染人數不斷上升，這項即將在韓
國進行的乒聯賽事，也受到了很大的影
響。為了隊員的安全，國乒決定退出本次
韓國公開賽。
實際上不僅是中國隊，包括德國、新加
坡、中國香港、中華台北等主要對手，也
都退出了本次公開賽。主要對手都沒有報
名，國乒即便出戰也沒有太大的鍛煉價
值，再加上 MERS 疫情的肆虐，出於保護
隊員的考慮，國乒退出韓國賽，也在情理
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豔陽高照的下午，中國女足姑娘昨日繼續在渥太
華備戰世界盃 8 強賽。對於美國隊強悍的前壓逼搶
特點，中國隊員表示，要用果斷快速的傳球予以應
對。
主力左前衛韓鵬分析，8 強戰的對手美國隊依然
會延續中國隊熟悉的戰術，「她們身體比較強壯，
會利用身體、速度、高度去衝擊我們。比如，直接
就是後場長傳，頭槌蹭到防線身後去衝擊球門。」

出腳簡練 利用空當
一天前在 2:0 淘汰哥倫比亞的較量中，美國隊在

女排世盃

中國迎
中國
迎「復仇之戰
復仇之戰」
」

國際排球聯合會於昨日正式公佈了
2015 年女排世界盃的抽籤結果和賽程，
郎平率領的中國女排將在第一階段比賽
中迎來和世錦賽冠軍
美國隊之間的「復
仇之戰」。
隨着前不久
兩支非洲代表
球隊的產生，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
平(右)。
新華社

■國乒放棄赴韓
國乒放棄赴韓。
。

「鄭詹配」伊斯特本網賽過關

葡超球員加盟石家莊永昌
■中國女排
中國女排((左)早前與美國女排交手
早前與美國女排交手。
。 中新社

中，與中華台北選手詹詠然搭檔，擊敗三號
種子穆拉德諾維奇/巴博斯，闖入第二輪。

卡之間的勝者。

新華社里斯本 23 日電 葡超布拉加 23 日
在其官方網站上宣佈，已和中超石家莊永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

就中場球員魯賓米卡爾的轉會事宜達成協
議。同日，這位葡萄牙人也在個人社交媒體

承辦這項內地最高水平的欖球賽事。屆時將
有來自全國各省市 14 支參賽運動隊，累計
進行36場角逐，參賽人數約300人。

上向布拉加球迷表示感謝並告別。28 歲的
魯賓米卡爾在過去 3 個賽季中為葡萄牙「兵
工廠」出戰 86 次，攻入 15 球，隨隊拿下一
座聯賽盃冠軍。

名。
根據新出爐的賽程，中國隊將在 8 月
22 日至 24 日以及 26 日、27 日的第一階
段比賽中迎戰塞爾維亞、阿爾及利亞、
美國、韓國和秘魯，這一階段賽事將在
日本松本進行。其中，8 月 24 日的中美
之戰有可能成為提前進行的冠軍之爭。
在 2003 年女排世界盃賽中，中國隊首戰
擊敗強大的巴西隊，而這兩支隊伍最終
獲得了那屆比賽的冠亞軍。
去年在意大利進行的女排世錦賽上，
郎平率領的年輕的中國女排表現出色，
一路闖入決賽，最終以 1:3 負於基拉里率
領的美國隊。前不久，中國女排赴美與
美國隊進行了 4 場友誼賽，結果雙方 2:2
握手言和。
本屆世界盃賽上，中國隊在第二階段
的對手實力相對較弱，屆時她們將分別
迎戰古巴、肯尼亞、阿根廷隊。隨後，
在 9 月 4 日至 6 日的第三階段中，中國隊
將面對去年首次殺入世錦賽前六名的多
米尼加、老冤家俄羅斯和東道主日本。
■新華社

恒大 國安爭中超半程冠軍

■魯賓米卡爾轉
戰中超。
戰中超
。 法新社

欖球冠軍賽本周天津開賽
「2015 年全國 7 人制欖球冠軍賽」將於 6 月
27 日至 28 日在天津舉行，這也是天津首次

今年 12 支女排世界盃參賽球隊的「拼
圖」全部完成。2014 年世錦賽冠、亞軍
美國隊和中國隊以及俄羅斯、塞爾維
亞、日本、韓國、多米尼加、古巴、阿
根廷、秘魯、肯尼亞、阿爾及利亞隊將
進行一個大循環，決出最後的排名。
本屆世界盃賽的冠、亞軍得主將獲得里
約奧運會的參賽席位。在 2011 年世界盃
賽中，意大利、美國和中國隊獲得前三

新華社

新華社倫敦 23 日電 中國選手鄭潔 23 日
在英國南部城市伊斯特本舉行的草地網球賽

作為今年澳網的女雙亞軍，鄭潔和詹詠然將
在第二輪比賽中迎戰西班牙組合加里奎斯/
桑通加與德國和捷克搭檔格爾格斯/赫拉德

開場後以 6 名前場球員，形成一條集體前壓緊逼的
「高壓線」，令南美球隊難以出球，這也可能是對
付中國隊的辦法。
韓鵬對此表示，全隊必須要以自信大膽的控球去
應對，「逼搶肯定也會有漏洞，（她們）局部逼搶
之後，如果我們一兩腳、簡練一些把球倒出來，其
他地方還是有很大空當。」
主力防中譚茹殷也對美國隊強悍的逼搶有了思想
準備。她說：「肯定自己要提前觀察，接應的位置
會很重要。我要選擇利於出球、快速轉接的一個位
置。」
■新華社

■恒大主帥史高
拉利。
拉利
。 新華社

上季邵佳一的任意球絕殺還歷歷在目，廣
州恒大與北京國安這兩支排名中超前兩位的
球隊在今晚舉行的聯賽第 15 輪碰面。這場
比賽不僅是本賽季中超半程的收官之戰，而
且其比賽結果也將直接決定聯賽半程冠軍的
歸屬。此外，恒大能否在天河報卻上賽季主
場負於對手的一箭之仇，史高拉利的恒大主
場首秀能否為自己正名，都為這場比賽增添
了看點。
本場比賽，客場作戰的國安帶上了除郎
征之外的幾乎全部主力，恒大隊長鄭智因處

在禁賽期依舊無法登場，張琳芃仍在養傷，
鄒正上輪比賽吃到紅牌更使得恒大後防線人
員吃緊。不過，艾傑臣有望在本場比賽中復
出，這對恒大來說是一極大利好消息。此番
再度交手，恒大將中超聯賽的贏球獎金從
100 萬提高到了 300 萬，足以顯示俱樂部對
於這場比賽的重視。
另外恒大昨日宣佈，恒大集團以足校球員
資產加 4 億元人民幣對俱樂部進行了增資；
增資後俱樂部股權結構變更為恒大集團持股
60%，阿里巴巴集團持股40%。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