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單車隊總

教練沈金康以「嫁女」的心情，把愛徒張敬樂

「許配」UCI（世界單車聯會）世界一級職業隊

ORICA GreenEDGE（綠刃）車隊，令體院、單

車聯會、「阿樂」及港隊備戰奧運四方共贏。

張敬樂

出生日期：

1991年2月8日

出生地：香港

身高：1.72米

體重：78公斤

張敬樂是香港首位加盟世界一級職業車隊的港將，亦是
首位亞洲車手登錄綠刃男子公路車隊。一手撮成這樁

「喜事」的沈金康昨日形容，這是香港單車界的里程碑：
「之前一直都想達成送香港車手到職業隊的想法，之前本
想送蔡其皓去，但現在回頭看，當時時機可能未成熟，但
今次達成這目標，主要是『阿樂』在亞錦賽上奪得好成
績，另一『東風』就是他要以更高的層次去備戰奧運會，
所以就只是一星期，就獲得綠刃車隊、香港單車聯會及香
港體育學院的支持，整個過程非常順利。」
沈教練還寄望這名亞錦賽三金的愛將可以衣錦還鄉！沈
氏稱，因認識領隊班藍30多年，而且車隊成員由澳洲、英
國、新西蘭、加拿大及法國等國家車手組成，是一支堅持
「反禁藥」、十分「清潔」的車隊，而且車隊可完全應港
隊要求訓練張敬樂，同時又可與港隊訓練進行協調，確保
「阿樂」能為港隊出戰各項大賽，而「阿樂」7月將回港為
奧運作最後調整和備戰。

媽咪盼撐場兒子戰環法
沈教練期望「阿樂」在跟世界級車手同場較量的同時，

也能盡快找到自己的定位，把自己提升到更高層
次。但「過程必然是十分艱辛的，」沈金康
提醒道。
而大師兄黃金寶，昨也出席「阿樂」
加盟車隊新聞發佈會，他指「阿樂」可
為年輕人樹立榜樣，如果「阿樂」能成為
征戰環法單車大賽的香港第一人，將令青
少年選手更有目標。此外，他還希望
「阿樂」將職業車隊的訓練、科研等
先進知識帶回來香港，互相推動。
「阿寶」寄語張敬樂：平常心，多
交流和多溝通。
張敬樂媽咪對兒子加入職業一級
車隊十分開心，她透露，上周一家
四口飽餐一頓賀「阿樂」踏上新征
途。她感謝沈教練幫助兒子實現單車
夢，未來會從網絡上緊貼兒子的比賽消
息，希望有朝一日能親自赴現場目睹兒子
踏上環法賽道，為他撐場，為他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港隊
總教練沈金康昨在張敬樂加盟UCI世界
一級單車隊的記者會上透露，李慧詩不
畏寨卡病毒，將於4月30日前往里約新
建成單車場參加奧運測試賽，為奧運做
足備戰工作。
沈教練指不安排李慧詩在熟悉的場地

比賽是他失職。而測試賽可對賽道寬
闊、坡度、時差和天氣進行實地了解，
然後再物色近似里奧場地的車場館埋首
訓練。李慧詩今赴昆明和港車隊匯合一
起集訓。
李慧詩昨也有出席記者會，向「 阿

樂」道賀。她稱，「阿樂」是她很好的
傾訴對象，她認為張敬樂可以克服各種
困難，適應新環境。
香港單車聯會主席梁鴻德、港隊沈金康
和綠刃車隊總經理Mr. Shayne Bannan昨
均有出席在體院舉行的記者會，宣佈張敬
樂成為首位加盟世界一級職業單車隊合約
車手，簽約為期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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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亞冠盃小組賽迎來第三
輪，廣州恒大今晚7時30分主場迎
戰浦項制鐵。恒大本賽季亞冠小組
賽取得歷史最差開局，本輪若再失
分，衛冕冠軍將面臨小組賽即被淘
汰的危險（now672台直播）。
除了剛剛在主場戰勝長春亞泰，

恒大在近期可謂沒有什麼好消息。
中超亞冠兩條戰線接連受挫，多名
主力球員受傷高掛免戰牌，更令人
擔心的是，球隊內部還傳出將帥不
和的負面消息。
今晚同浦項制鐵的較量，對恒大

來說異常關鍵。尤其本輪主場作
戰，恒大更需全力以赴拿下對手。
倘若恒大遭遇三輪不勝，後面的三
輪將遇到2個客場，球隊的出線前
景將變得岌岌可危。
在昨日的賽前新聞發佈會上，主

帥史高拉利確認，此前在中超比賽
中受傷的張琳芃和金英權無法出
場，並且大約需要15天的恢復期。
但面對今晚能左右球隊亞冠走向的
關鍵一戰，史高拉利坦言：「這是
足球比賽，足球比賽沒有誰能保證
一定贏，只有盡量去踢到最好，球
員們出現在場上就是為了能踢得最

好，我的責任也是要將球隊
打造到最好。我們是有不出
線的可能，我們這個小組競
爭很激烈，如果我們做得不
夠好，那我們就有可能無法
在小組中出線。」
另外，今午3時30分，山
東魯能主場迎戰 FC 首爾
（now670台直播）。目前
兩軍皆兩戰全勝，今日一仗
可說是F組的強強對話。

中超獲海外主流媒體垂青
從本賽季開始，中超聯

賽在海外覆蓋上實現了重
大突破，通過多途徑推
廣，中超聯賽實現在美
國、加拿大、新加坡、泰

國、印度以及非洲、東南亞的全場次落地播
出。不僅如此，英國天空電視台Sky也對中
超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亞洲的職業聯賽有
望第一次走上國外主流媒體平台。 ■■新華社

印第安網賽 張帥無緣16強
當地時間3月14日晚，在印第安維爾斯舉

行的WTA皇冠賽上，中國網球選手張帥以
4：6、3：6不敵兩屆大滿貫冠軍白俄羅斯選
手阿薩蘭卡，無緣晉級16強。此前，張帥以
2：1逆轉前世界「一姐」禾絲妮雅琪。另
外，中國組合徐一璠／鄭賽賽輸給3號種子

巴波斯／捨夫多娃，女子雙打止步次輪。
■■記者 陳曉莉

CBA總決賽 今川遼第三戰
中國男籃職業聯

賽 （CBA） 總 決
賽，今來到四川進
行第三回合較量。
回到主場的四川隊
能否乘勝追擊？而
遼寧隊又能否憑借
外線優勢再下一
城？不過，無論誰
勝誰負，CBA總決
賽都引發廣泛的關注，據統計，在央視體育
頻道的收視率排行榜中，CBA總決賽力壓亞
冠、女足及NBA等其他焦點賽事位居第2，
僅次於去年CBA總決賽。（有線202及62
台今晚7時15分起直播） ■■記者 陳曉莉

新華社烏克蘭利沃夫14日電 在當地時間
14日晚結束的利沃夫女子國際象棋世界冠軍
對抗賽第9局對陣中，目前排名女子國際象棋
等級分世界第一的中國棋手侯逸凡執白先行

戰勝烏克蘭棋手、現任國際象棋棋后穆茲丘
克後，以6分的總積分提前一盤封后。
這是侯逸凡第四次奪得女子國際象棋世界

冠軍。侯逸凡於2003年進入中國國際象棋
隊，2010年首次獲得女子國際象棋世界冠
軍，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棋后，2011年衛冕
成功。2013年她重奪棋后稱號。另外，她在
2012年第十屆直布羅陀國際象棋公開賽中戰
勝匈牙利女棋手小波爾加，打破後者20年來
在慢棋比賽中對女棋手不敗的神話。
本屆女子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對抗賽是3月2

日在烏克蘭西部重鎮利沃夫開始舉行的。根
據規則，整個比賽共下10局棋，每局勝者得1
分，和棋各得0.5分，先到5.5分者獲最終勝
利，戰成5：5平則需另外加賽。

侯逸凡再膺國象世界棋后

;�;�
$1$1

亞冠第三輪小組賽
3月15日 E組 FC東京 0：0 江蘇蘇寧

3月15日 G組 上海上港 2：2 大阪飛腳

3月16日 F組 山東魯能 VS FC首爾

3月16日 H組 廣州恒大 VS 浦項制鐵

恒大今迎亞冠關鍵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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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CBACBA總決賽今進總決賽今進
行第三回合行第三回合。。新華社新華社

■■侯逸凡在比賽中侯逸凡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恒大球員馬天尼斯恒大球員馬天尼斯
（（右右））與榮昊在訓練與榮昊在訓練
中拚搶中拚搶。。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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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受到
傷兵問題困擾的傑志，昨晚於亞協盃
主場出擊未能敲響勝鼓，以近半隊小
將出戰下與馬爾代夫拉迪恩互交白
卷，只能名列小組第三，出線形勢仍
未明朗。
有列斯奧及佐迪因傷缺陣的傑志，

昨晚只能半力出擊，中堅以右閘唐建
文客串，而左閘則起用小將羅梓駿。
開賽早段傑志有不少攻勢，安基斯於
左路多次突破均造成威脅只是未能把
握。不過換邊後客隊拉迪恩亦有數次
反擊形成射門，其後傑志換入鄭展龍
及播磨浩謙等小將再次為進攻注入活
力，尤其是鄭展龍更有一記美妙遠射
可惜中楣彈出，最終傑志主場只能以
0：0賽和拉迪恩，而同組的卡雅則以
1：0擊敗馬里士卡沙升上榜首，傑志

得失球不及馬里士卡沙名列第三。

今旺角場東方撼飛馬
而另一支香港代表南華將會於今晚8

時作客馬爾代夫對馬茲亞，南華今仗
換帥出擊，暫代主帥列卡度希望有好
開始力爭亞協盃第一勝，兩戰兩敗的

南華為保出線希望今戰不容有失。
另外今晚8時，在旺角大球場亦會上演

一場港超大戰，「一哥」東方將硬撼香港
飛馬，東方上仗意外敗於冠忠南區腳下令
領先優勢收窄，如今場再有差池將受到第
二位的傑志極大威脅。門票一律收80元
正、長者及學生特惠票30元正。

傑志傑志半隊小將戰亞協半隊小將戰亞協 未響勝鼓未響勝鼓

■■張敬樂正式加盟職業車張敬樂正式加盟職業車
隊隊，，夢想成真夢想成真。。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傑志小將羅梓駿傑志小將羅梓駿（（右右））正選正選
上陣表現可人上陣表現可人。。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作客馬爾代夫的南華作客馬爾代夫的南華，，
賽前享受陽光與沙灘賽前享受陽光與沙灘。。

■■張敬樂張敬樂（（左起左起））與教練沈金康與教練沈金康、、車隊經理車隊經理
Mr. Shayne BannanMr. Shayne Bannan及單車會主席梁鴻德合及單車會主席梁鴻德合
影影。。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李慧詩李慧詩（（左左））及大師兄黃金寶及大師兄黃金寶
（（右右））昨也親自道賀昨也親自道賀。。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身披綠刃車隊身披綠刃車隊
戰衣戰衣，，阿樂一臉阿樂一臉
滿足滿足。。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