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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中國足協超級聯賽）球隊河北華
夏幸福昨在官方微博宣佈，主教練李鐵

「「大菲」」放風不續約 納比回歸羊城？？

「下課」，前英超球隊曼城的冠軍主帥柏
歷堅尼將接過他的帥印。
北華夏幸福足球俱樂部發佈公告稱，經友好協
河商，李鐵不再擔任河北華夏幸福足球隊主教練。

俱樂部將聘請柏歷堅尼擔任球隊新任主教練。俱樂部感
謝李鐵作出的貢獻，祝他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即將年滿 63 歲的柏歷堅尼，生於智利聖地亞哥，
2003－2004 賽季任阿根廷河床隊主教練，並奪得阿甲
冠軍；2004－2009 賽季出任維拉利爾主帥，曾率隊獲
得西甲亞軍（2007－2008 賽季），這是該隊隊史最好
成績；2009－2010 賽季入主皇家馬德里並獲得西甲亞
軍；2010－2013賽季擔任西甲馬拉加主教練；2013－2016賽季擔任英超曼城主帥，獲得英超冠
軍（2013－2014賽季）、晉級歐聯四強（2015－2016賽季）。
而今年 39 歲的李鐵曾於 1993 年入選健力寶少年隊赴巴西留學。2001 年入選國家隊，參加了
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小組賽和十強賽，以及 2002 年韓日世界盃。2002 年，李鐵被租借至愛華
頓，期滿後完成永久轉會，留在愛華頓効力四個賽季。2006 年轉會到錫菲聯効力兩個賽季。
2008年回國加盟成都謝菲聯。2012年，任廣州恒大助理教練。2013年，協助納比率領廣州
恒大奪得亞冠聯賽冠軍，2014 年擔任國足助理教練，2015 年協
助佩蘭帶領國家隊參加亞洲盃。

■華夏今年巨資買入前英
超球星謝雲奴（
超球星謝雲奴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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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比將與恒大再
續前緣？
續前緣
？ 資料圖片

「大菲」史高拉利合同年底到期，他已
放風不與恒大續約。那麼，恒大新賽季將
會由誰執掌？據騰訊體育消息，「銀狐」
納比將很有可能與羊城再續前緣。
雖然本賽季中超還剩下 7 輪，但帥位問
題顯然不可能留到賽季末再去動手。關於
與恒大續約，史哥拉利的態度經歷了從
「希望在廣州再待許多年」到「合同結束
後將會回到巴西」的轉變，顯然沒有得到
恒大方面爽快的答覆。
納比當初離開恒大，一方面是因為功成
名就愛惜羽毛，另一方面則是離家太遠思
鄉心切。納比在回到歐洲之後，一直希望
執教一支國家隊，但歐國盃已結束，顯然
納比未能如意。
著名體育媒體人濱岩 26 日在微博上透
露，納比已開始「研究回中超的路線和目
的地」。而能夠接受納比這樣薪水的，無
非是華夏、上港和恒大等幾家俱樂部。華
夏已經明確否認，上港則已經與艾歷臣自
動延長一年合同，答案其實也就不言而
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巨資購強援 聯賽暫居第五
李鐵於 2015 賽季的中甲中期出任河北華夏幸福主
帥，他率隊取得8連勝，其中6場比賽零封對手，最
終河北華夏幸福逆襲衝超成功。
2016 賽季的中超，河北華夏幸福巨資購入謝雲
■ 今年 3 月 4 日 ， 李
奴、拿維斯、卡古達、古林和麥比亞 5 名外援，此外
鐵率隊出戰第一場中
還引進姜寧 、丁海峰等眾多本土大將。賽季前 4 場比
超聯賽。
超聯賽
。 資料圖片
賽，李鐵率隊取得2勝2平的不敗戰績，幫助升班馬順利
渡過開局。
儘管此後華夏在聯賽中先後客場輸給上海申花和廣州恒大，但從
補賽2：0戰勝國安起，再戰取得5勝1平的佳績。但隨着外援接連受
傷，河北華夏隨後的 5 輪聯賽全敗；而最近 3 場聯賽，也只得 2 平 1
負，聯賽排名暫居第 5 名，與積分榜第 3 名申花的差距被拉開至 5
分，與第4名上港之間也有3分的差距。
嚴峻的爭亞冠資格形勢，讓河北華夏幸福最終下定決心解
僱李鐵，由前皇馬和曼城主帥柏歷堅尼接過帥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柏歷堅尼上季率曼城奪
聯賽盃。
聯賽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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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明征世外賽
學女排創奇跡
中國男足將於明
日從瀋陽包機直飛
韓國首爾，備戰 9
月 1 日在世界盃外
圍賽亞洲區 12 強賽
首仗對陣韓國隊的
賽事。據《新京
報》消息，今屆世
外賽，國足出線獎
金高達 6000 萬人民
幣（下同），如果再加贊助商及
國際足協的獎金，國足最終晉級
世界盃的總獎金至少有1.5億。
本周四，世外賽亞洲區 12 強中
韓首戰將在首爾打響。前日，國
足首次進入瀋陽奧體中心內場訓
練。這次集訓，主帥高洪波共召
入 25 名球員。「目前已到達 24 名
球員，除了身體有些疲勞，其他
方面還算正常。」高洪波透露，
小將張玉寧今午會抵達瀋陽。
據悉，這次 12 強賽征程，國足
每個客場都會包機前往，比如今
次赴韓班機就預訂了 30 個商務客
位。此外，國足將士的保險額也
大幅提升，最高個人保額達 1000
萬。另外，贏球獎金也大幅提
高。上屆世外
賽，國足單場贏

;

;
■國足前日在瀋陽奧體
中心訓練。
中心訓練
。 微博圖片
球獎金為 50 萬，但今次單場贏球
獎金則高達 300 萬，出線獎金達
6000 萬。如果加上贊助商和國際
足協的獎金，若國足最終能晉級
世界盃決賽周，總獎金至少有 1.5
億。
世外賽亞洲區 12 強賽，國足首
兩戰將面對實力強橫的韓國和伊
朗。根據以往交戰紀錄，國足負多
勝少，尤其是對韓國隊，此前 32
戰僅1勝。
對此，高洪波希望向中國女排學
習，「郎平指導帶領的中國女排在
奧運前不被看好，但大家能夠團結
一致、眾志成城，最終拿到奧運冠
軍，對中國體育文化的詮釋，我覺
得非常讚賞，值得中國男足好好學
習。」高洪波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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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級 Stand Up Paddling (SUP) 選手 Kai Lenny 與 Casper Steinfath 昨在西貢碼頭與香港消防龍舟隊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
較量，結果Kai Lenny（戴帽者）在以一敵二十的比賽中險勝。

武術入奧有希望難度大
目入選，有些遺憾，但也
中國武術協會主席、
說明武術距離奧運會又近
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
了一步。」張秋平說。
管理中心主任張秋平 26
他稱，武術入奧是中
日在天津說，我國將努
國人多年的夢想，體育
力推動競技武術成為
主管部門也把武術入奧
2024 年奧運會的正式項
作為一個重要目標。此
目。但對於武術入奧的
前 景 ， 他 表 示 「 有 希 ■武術要等到
武術要等到2024
2024年才
年才 次錯過了東京奧運會，
望，但難度大」。
有機會入奧。
有機會入奧
。 資料圖片 武術要想進入奧運會就
得等到2024年。
國際奧委會日前在巴
「中國武術協會將全力配合國際
西里約表決通過攀岩、滑板等5個大
項進入 2020 年東京奧運會，武術並 武術聯合會，共同推動武術入奧工
作。目前來看，入奧的希望是存在
不在列。
「武術原本已經作為東京奧運會的 的，但難度也很大。」張秋平說。
■新華社
8 個候補項目之一，最後只有 5 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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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短道隊新疆亞高原訓練

冰上運動中心速度滑冰館，在高海拔的場館進行
訓練。據悉，和范可新一起訓練的還有周洋、韓
天宇、武大靖等 20 餘名中國短道速滑隊的隊
員。這是中國短道速滑隊首次在新疆冰上運動中
心進行亞高原訓練。
■中新社

港足對土庫曼賽事或取消
■中國短道速滑隊在新疆冰
上運動中心集訓。
上運動中心集訓
。 中新社
近期，曾在新疆冰上運動中心以 1 分 28 秒 862
的成績、打破由周洋在 2010 年溫哥華冬奧會上
創造的 1 分 29 秒 049 中國紀錄的范可新重返新疆

受傷兵及教練團離任等問題影響，土庫曼本月
25 日來函香港足總，表示無法來港參加原定於
下月 6 日舉行的香港對土庫曼之國際友誼賽。目
前，足總正嘗試與土庫曼足協盡力談判，唯暫未
取得任何成果，故此原定之球賽或將取消。足總
昨發新聞稿稱，如球賽最終被迫取消，已購買該

場門票的人士將獲包括手續費的全數退款。退款
手續及安排將於稍後公佈。
■記者 陳曉莉

姚明送票上門 啟慈善周末
姚基金創始人姚明前日為 2016 姚基金慈善賽
的「有福球迷」體育老師付雯送票上門，開啟了
「慈善周末」的系列公益活動。此次姚基金慈善
賽在主辦城市福州搜尋「有福之人」，也就是生
日為比賽舉辦日——8 月 28 日的球迷，幸運最終
降臨到福建師範大學體育教師付雯身上。今晚，
「美國職業籃球 NIKE 星銳隊」與「中國男籃明
星隊」將在福州海峽奧體中心展開一場慈善賽。
■新華社

體壇縱橫

奧運印象
歷時17日的里約奧運會曲終人散，留下的話
題不少，筆者對本屆奧運會留下較深刻印象的
有：
中國女排經歷了 12 年後再奪奧運金牌。我們對女排有特殊
感情，不管是女排處於高峰還是暫陷低谷，我們對女排的感
情不離不棄，主教練郎平是女排奪金的最大功臣。在里約奧
運前，我們曾到北京採訪，郎平教練的務實和低調作風給記
者們留下深刻印象，這支為 2020 東京奧運打造的女排提早一
屆奪金牌；
「足球王國」巴西終於為自己的殿堂增添了奧運金牌。儘
管多次打入決賽都失之交臂，兩年前巴西作為世界盃主辦國
卻在老百姓面前一敗塗地，本屆在里約主辦奧運則得到補
償，相信這枚奧運金牌，對巴西這個「足球王國」來說是金
牌中的重中之重，對尼馬這些超級球星來說，代表國家出戰
奧運錢不多，但奧運金牌這份榮譽則是這些職業球星夢寐以
求的；
羽毛球實力的世界格局已大變。中國在倫敦奧運獨攬 5 金
的風光不再，本屆雖拿了男單和男雙兩金，也不能掩蓋人家
有大進步而自家進步不大的事實，在本屆奧運中表現上佳給
人印象深刻的是歐洲選手，女單金牌西班牙選手馬林有技
術、有速度、體能好，與中國的李雪芮對陣時高下立見，雖
然李後來因傷退賽。還有丹麥、英國、瑞典、葡萄牙等選手
也表現得很有氣勢；
中國乒乓球隊盡展霸氣，相信近 10 年內也難有威脅到中國
隊的對手，單看馬龍和丁寧兩位男、女單金牌得主在場上的
表現，已是勝券在握，更何況有張繼科、李曉霞、劉詩雯這
些超級球星呢！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