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賽瘋狂燒錢引援 令世界刮目

20162016年年33月月151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36 體 育 新 聞■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張景光

中超幾支班霸一擲千金羅致心頭好令世界球壇嘩
然，而中甲今季的投入亦不遑多讓。據德國

《轉會市場》的統計，整個中甲的轉會費亦高達
5677萬歐元，名列全球冬季轉會消費榜第四，以一
個次級聯賽而言相當驚人。
中超未來五季轉播分成高達80億人民幣，一定程
度上刺激了中甲球隊「衝超」的欲望，中甲新軍天
津權健就是當中的表表者，在巴西名帥盧森保高帶
領下，不僅有年薪高達500萬歐元的著名射手法比
安奴來投，此外謝臣及被視為巴西新星的基雲尼奧
亦以超高價加盟，當中基雲尼奧身價是過千萬歐
元，連本地球員如孫可及門將張鷺均以近億元人民
幣身價加盟，天津隊的投入放之中超亦只是僅次於
江蘇蘇寧、河北華夏幸福和廣州恒大之後。

名宿諫言：加大投入青訓
高投入並不意味着高回報。這種
「燒錢狂熱」能維持多久尚是未知
之數，尤其是中國聯賽的營收大部
分仍依靠「老闆們」的投入，並未
發展出一套穩定的收入模式，熱潮
過後一旦出現撤資，中國足球無可
避免蒙受更大的傷害。內地名宿左
樹聲坦言「金元」足球是一柄雙面
刃：「歸根究底還是要中國足球的
整體水平提高，不能表面繁榮，現
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去發展，不僅
中超、中甲、中乙以至草根足球也
要提升水平，資金除了用於轉會還
要在青訓及管理上加大投入，希望

投資者們要有長遠規劃而不是急功近利。」
而權健集團董事長束昱輝也認為這種「軍備競

賽」固然能吸引不少注意力，不過要實現衝超夢以至
在中超站穩陣腳，制度化的管理和規劃必不可少：
「如果沒有思想準備和持續的資金支持，即使衝上去
也就呆一兩年的時間。現在的中超球隊中，至少有6
支球隊資金跟不上，我們成立了一個50億基金只能
用於足球發展就是希望可以穩定發展。」

港球員受惠 多人落班中甲
另外，「老闆足球」亦會衍生管理上的問題，以

往國內球壇不時出現老闆與管理層意見分歧，導致
球會陷入混亂成績一落千丈，如何平衡各方意見令
球隊走上真正職業化、制度化的路上，亦是中國足
球能否真正踏上國際舞台的關鍵。
中超中甲的瘋狂，其中一個受惠者無疑是香港球

員，不少港腳於世界盃外圍賽的出色
表現，吸引了不少內地球隊拋出橄欖
枝，當中大部分落戶中甲，如天津、
貴州、新疆以及梅州隊均能看到香港
球員的身影。內地球壇更高的收入和
更完善的訓練對香港球員而言非常吸
引，中甲首輪伊達便率先正選亮相並
成為球隊中場組織重心，可惜深圳方
面保連奴未能上陣否則便可上演一場
「香港打吡」。

■記者郭正謙

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13
日結束了最後一天的爭奪，中國
隊（國羽）在參賽的五個項目
中，只憑藉林丹贏得男單一個冠
軍，是過去17年中參加全英成績
最差的一次。
1999年以來，中國隊每年來這

裡參賽至少獲得兩項冠軍，在
2009年甚至包攬了5個項目的勝
利。奧運之年取得這樣的開局，
有些令人擔心。
中國隊在前一天的半決賽後就

鎖定了男單冠軍，但即使林丹本
人也沒想到他和隊友田厚威之間

的決賽會變得如此輕鬆。33歲的
林丹僅用45分鐘就以21：9，21：
10擊敗24歲的田厚威，第六次捧
起男單冠軍獎盃。
王適嫻沒有實現第三次奪得女

單冠軍的願望，她與日本選手奧
原希望經過1小時39分的三局苦
戰，以11：21、21：17、19：21
敗北。
不過，在比賽的關鍵時刻，裁

判認為王適嫻延誤時間，先後兩
次發出警告。賽後，王適嫻表示
不滿：「她（奧原希望）可以無
緣無故、不跟裁判說就坐下來繫

鞋帶（拖延時間），我只是稍微
有點慢，裁判就罰我一張紅牌，
而且是關鍵分的時候。我覺得很
多東西需要有一個標準吧？」
中國隊自2009年以來首次讓女

雙冠軍旁落，唐淵渟∕于洋以0：
2輸給日本的松友美佐紀∕高橋禮
華，這也是日本選手自1978年以
來首次贏得這個項目的冠軍。其
他兩個項目印尼組合喬丹∕蘇桑
托戰勝丹麥的尼爾森∕彼德森；
男雙決賽，俄羅斯搭檔伊萬諾夫
∕索佐諾夫擊敗了日本的遠藤大
由∕早川賢一問鼎。 ■新華社

中國短道世錦賽壓韓國
2016短道速滑世錦賽13日在韓國首爾收官。中國隊在
短距離、中長距離、全能、接力項目上力壓東道主韓國隊
及老牌勁旅加拿大隊，在10個單項決逐中，以4金1銀2
銅的成績位列金牌榜首位，其中中國男子速滑名將韓天宇
貢獻了三枚金牌。 ■中新社

跳水系列賽 中國攬10金
2016年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列賽（北京站）13日落下
帷幕。中國隊當日包攬男、女10米台金銀牌，以及混雙
10米台金牌。至此，中國隊將本次比賽所有金牌收於帳
下。這是中國隊第五次在水立方實現該比賽的金牌大包
攬。 ■中新社

中國小將獲業餘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世界女子高爾夫
錦標賽13日在觀瀾湖高爾夫球會結束比賽。韓國球手李靜
旼以總桿279封后。此外，韓國隊在團體賽方面亦有上佳
表現，以15桿的巨大差距，戰勝法國隊奪冠。中華台北隊
奪得第三名。中國小將金蔓則獲得個人業餘賽冠軍。

CBA總決賽 川遼1：1平
13日晚，25分、26個籃板，哈達迪用一場超級上佳表
現幫助四川隊以96：88在遼寧隊手中搶得一場寶貴的客
場勝利。目前，雙方戰成1：1平手。周三將移師四川主
場，進行第三場較量（有線202及62台當晚7時15分起
直播）。 ■記者 陳曉莉

剛開季的中超聯賽因為瘋狂燒錢吸引了世界球壇的注視，泰斯拿、馬天尼斯、拉美利斯

及拿維斯等等超級大牌一個個落戶中國球壇掀起一片狂熱，就連中甲聯賽的總轉會費亦名

列冬季轉會消費榜第四。不過瘋狂背後仍難掩中國足球欠缺長遠規劃的隱憂，如何延續這

股熱潮並帶動中國足球的整體發展將是中國球圈上下的最大課題。

亞冠第三輪小組賽
3月15日 18:30 E組 FC東京 VS 江蘇蘇寧

3月15日 19:30 G組 上海上港 VS 大阪飛腳

3月16日 15:30 F組 山東魯能 VS FC首爾

3月16日 19:30 H組 廣州恒大 VS 浦項制鐵

中超「BIG 4」在結束聯賽第二輪比賽後
馬不停蹄，今再分頭出征亞冠賽場。其
中，江蘇蘇寧於今晚6時30分客場戰FC東
京（now670台直播），雖然此役拉美利斯
紅牌停賽，但有5,000萬歐元標王泰斯拿以
及前巴西國腳祖奧壓陣，蘇寧有望凱旋而
歸，全取3分繼續穩坐E組榜首。而上海上
港則於今晚7時30分主場鬥大阪飛腳，期
待再次拿到3分，收獲亞冠兩連勝。
至於上周末結束的中超第二輪比賽，憑

藉替補球員毛劍卿的入球，石家莊永昌主
場以1：0擊敗杭州綠城，取得賽季首勝。
在重慶力帆的頑強拚搶下，河南建業以1：
0從客場拿走三分。
而於12日的比賽，首輪爆冷失利的廣州

恒大雖然在主場以3：0大勝長春亞泰，但
卻折損張琳芃、金英權兩員後防大將；本
賽季首次亮相的天津泰達隊在主場被廣州
富力老將汪嵩的「世界波」擊倒，遭遇
「開門黑」。
至於11日晚進行的三場比賽，兵強馬壯

的江蘇蘇寧繼續奏凱，在主場2：1戰勝
「升班馬」延邊富德隊，收穫兩連勝；山
東魯能以3：2戰勝遼寧宏運，走出首輪
0：3失利的陰影；備受關注的「上海打
吡」中，綠地申花在丹巴巴亞射失12碼後
以1：1憾平上港隊。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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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只奪男單一冠
國羽17年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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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協昨日公佈了男足國家隊（國
足）備戰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外圍賽亞
洲區40強賽小組賽最後兩場比賽的24人
集訓名單，廣州恒大老將鄭智依然未能入
選。不過恒大仍有6名球員入選，是入選
國腳最多的俱樂部。上海上港隊的後衛王
燊超、河南建業隊的中場尹鴻博則繼續榜
上有名。
國足將於本周四在武漢集合，備戰下周

四在那裡舉行的對陣馬爾代夫隊之戰，隨
後他們將移師西安，準備3月29日與卡塔
爾隊的比賽。根據亞洲區40強賽的規則，
8個小組的第一名和4個成績最好的第二名

將晉級最
後 的 12
強賽。國
足目前已
經只剩爭
取成為成
績最好的
4個第二
名 的 機
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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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集訓名單
廣州恒大： 郜林、張琳芃、黃博文、李學鵬、馮瀟

霆、曾誠
上海上港： 武磊、顏駿淩、于海、蔡慧康、王燊超
山東魯能： 王大雷、蒿俊閔、楊旭、趙明劍
北京國安： 張呈棟、于大寶、張稀哲
河南建業： 尹鴻博
江蘇蘇寧： 吳曦、任航、李昂
河北華夏幸福：姜寧、丁海峰

■■林丹第六次舉起全英林丹第六次舉起全英
賽冠軍獎盃賽冠軍獎盃。。 新華社新華社

■■四川外援哈達迪四川外援哈達迪（（左左））表表
現上佳現上佳。。 新華社新華社

■■鄭智鄭智（（左左））再次無緣國足再次無緣國足
集訓集訓。。 資料點片資料點片

■■55,,000000萬歐元萬歐元
的標王泰斯拿的標王泰斯拿
（（前左前左））今再征今再征
亞冠亞冠。。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球員法圖斯香港球員法圖斯（（左左））為貴州上陣中甲為貴州上陣中甲。。 新華社新華社

■■巴西新星基雲巴西新星基雲
尼奧以尼奧以33,,000000萬萬
歐元加盟天津權歐元加盟天津權
健健。。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香港球員李志豪香港球員李志豪（（下下））在中甲賽在中甲賽
場為梅州披甲場為梅州披甲。。 新華社新華社

傑志主場戰魚腩 不勝無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

雙雄傑志與南華今明兩日分頭出擊亞協
盃。其中，前者今晚8時正假旺角場迎
戰 同 組 魚 腩 拉 迪 恩 ， 不 勝 無 歸
（now671台直播）。而G組的後者明
天作客馬爾代夫對馬茲亞，力求開齋。
上周有八成攻勢下，傑志兵敗獅城，

痛失亞協盃組榜首地位，今晚迎來弱隊
馬爾代夫的拉迪恩，為爭小組第一出線
今場非勝不可。

小組首名出線為目標的傑志，足球總監
兼暫代總教練朱志光指，天氣突轉冷有利
傑志，天時、地利、人和俱備。中場核心
林嘉緯昨在記者會上稱：「傑志是按自己
的節奏踢球，只要取得控球權，罰球處理
好一點，贏波有十分把握。」
南華前晚凌晨才下榻馬國島上酒店，

昨晨享用美味早餐後，便前去沙灘感受
驕陽和舒展筋骨，各球員精神抖擻，明
晚於當地出戰馬茲亞。

港七欖抽得中籤 將硬撼津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國泰航空/匯豐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2016」分組抽籤儀式，昨晚順
利舉行，香港男子隊抽得中籤，編入E組跟津巴布
韋，德國和開曼群島同組。

對未能與日本隊同組，香港隊老大哥姚錦感到
遺憾。他稱，對去年11月在奧運外圍賽飲恨不能釋
懷。他進一步分析，昨晚抽籤結果，港隊要爭小組
首名，必須硬撼津巴布韋和德國。年前，港隊曾到
津國集訓和友賽，發現當地有不俗的對手，欖球水
準不差，而且打法屬速度型。至於德國隊，參賽隊
員均來自15人欖球隊，球隊特色是機動、體力型，
面開曼隊是首次港參賽，在眾國際賽經驗豐富的列
強中屬一名新兵。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定於4月8日
至10日在香港大球場舉行。■■傑志羅勳奴隨隊進行傑志羅勳奴隨隊進行

賽前訓練賽前訓練。。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香港男女子七人欖球隊合影香港男女子七人欖球隊合影。。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