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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登陸中超 擬三年冠軍規劃

柏歷堅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南華明

晚旺角主場在亞協盃8強再遇宿敵馬來西
亞柔佛DT，要復仇非要打醒12分精神不
可！
不過，球隊內憂外患。足主張廣勇昨現
身天水圍的晨操，向球員打氣。南華首席
華人中鋒「陳七」陳肇麒最近痛失至親，
對此他在回應記者詢問時淡淡地說：「現
時沒有回應，家母剛病逝，沒有什麼回
應。」為了給予「陳七」空間平復心情，
主帥列卡度暫未將他列入正選陣容。
另外，亞協盃備受重用、一戰成名的門

將曾文輝，早前友賽時勇戰傷及左手無名
指，昨未能如常操練，第二門將梁興傑整
裝待命。與此同時張健峰亦未能參加正
常訓練。列卡度承認球隊確存在困

難，曾文輝今作超聲波治
療，希望有奇蹟趕及上陣。
上屆南華在亞協盃8強不

敵柔佛DT出局，命運安排兩
隊再於今屆盃賽8強相遇。張
廣勇表示：「很多人認為
要擊敗柔佛 DT 很困
難，但我知道對方亦有
同樣想法，因前教練馬
里奧很熟悉南華，知
道我們不易對付，所
以我們必須以十足的
拚勁，向對方還以
顏色。」

南華備戰亞協
內憂外患

繼前一天摘得兩金後，當地時間10日，國家
隊泳將許慶在里約熱內盧再贏得個人四屆殘奧
會的第10枚金牌。國家殘奧隊當日共奪6枚金
牌，繼續領跑獎牌榜。至於港隊方面，則在硬
地滾球BC1/2級團體晉級八強。
當日，在里約奧林匹克水上項目體育館進行
的男子S6級50米自由泳比賽中，失去一隻半手
臂的泳將許慶以28秒81的成績奪冠。雖然未能
打破四年前自己在倫敦創造的世界紀錄，但奪
得他第四屆殘奧征程的第10枚金牌。
賽後的許慶難抑激動之情，右肩後方有着一
條鯊魚刺青的他說，第10枚殘奧會金牌對於自
己來說意義非凡，是生涯中的里程碑。比賽的
前一天他特別緊張，睡了不到四個小時，半夜
還抽筋疼醒。他還在自己的朋友圈寫道：「後
面我還會努力，不是不回大家微信和祝福，我
的確沒勁兒了！」
至於港隊方面，硬地滾球運動員劉慧茵、梁
育榮及黃君恒出戰首場BC4級雙人小組賽，先

以6：2擊敗葡萄牙隊；但其後以1：4不敵斯洛
伐克。三名港將希望在最後一場小組賽力爭出
線機會。
另外，梁美儀、郭海瑩、楊曉林及龍子健於
首場硬地滾球BC1/2級團體小組賽以4：5惜敗
擁主場之利、世界排名第三的巴西隊；但在第
二場小組賽則憑着較佳的發揮以6：3力挫西班
牙隊小組出線。港隊將於8強賽面對阿根廷隊。

■記者 陳曉莉

國手許慶膺十金王國手許慶膺十金王
港硬滾晉八強港硬滾晉八強

港壁球隊世大團體賽居亞
香港壁球代表隊昨日於吉隆坡閉幕的第9屆世界大學生

壁球錦標賽團體決賽，於領先的情況下慘遭逆轉，以1：
2不敵東道主馬來西亞隊屈居亞軍。港隊此行共獲1金2
銀1銅，創歷來最佳戰績。世大壁球團體賽共11隊參加，
香港被列為頭號種子，首圈輪空直入8強，在先後淘汰澳
洲及日本隊後晉級決賽。 ■記者 陳曉莉

賽艇亞錦賽 港將擸三銀
亞洲賽艇錦標賽昨在上海嘉善舉行。港將黃偉健及羅曉

鋒在首輪比賽一直力逼國家隊，最後壓倒哈薩克取得銀
牌。其後，李嘉文轉戰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槳艇的項目，雖
已近一年沒有接受單人艇的訓練，但她的表現仍令人讚
嘆，一開始便與伊朗的對手爭持不下，最終憾負奪得銀
牌。此外，奧運男子組合鄧超萌及趙顯臻在男子輕量級雙
人雙槳艇項目為香取得第三面銀牌。 ■記者 陳曉莉

俄選手奪長距鐵人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2016年威海
長距離鐵人三項世界系列賽10日起正式開賽，最終俄羅
斯選手亞羅申科獲得男子長距離鐵人三項優秀組冠軍，該
選手亦是去年該項目冠軍獲得者。亞軍和季軍分別為中國
選手姜智航和俄羅斯選手瓦西里耶夫。女子長距離鐵人三

項優秀組冠
軍為新西蘭
選手阿米莉
亞，第二名
和第三名分
別是中國選
手仲夢穎和
瑞士選手尼
娜。

在昨日的河北華夏幸福俱樂部媒體見
面會上，柏歷堅尼接過象徵俱樂部主教練
一職的「帥印」，意味着這位曾經執教過
皇家馬德里、維拉利爾、曼城等世界級足
球俱樂部的主帥，正式接過河北華夏幸福
主帥教鞭。
雙方此次合同為期三年，而從談判到

簽約，僅僅用了兩天時間。柏歷堅尼說，
「當聽到俱樂部的長期規劃時，我被深深
吸引了，可以說，這是我來到中國的一個
重要原因。」
「中國足球正處於發展的黃金時期，

此次來中國執教，我希望帶領球隊踏上一
個更高的平台。」柏歷堅尼說，中國是他
教練生涯中來到的第六個國家，而他將和
俱樂部一起把目光放得更加長遠，立足下
個賽季，目標是將球隊打造成為一支有戰
鬥力的頂級俱樂部。「這是一家擁有高遠

理想和長期規劃的俱樂部，我將奉獻我的
全部經驗力量，幫助俱樂部完成三年規
劃。」

目標中超及亞冠冠軍
他所指的「三年規劃」，正是這支中

超新貴最為看重的。據俱樂部董事長葉珺
介紹，這一規劃就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三年）先後取得中超以及亞冠冠軍，
「一支球隊沒有雄心壯志是不行的，而柏
帥恰恰展現了他的『飢餓感』，他渴望在
美洲、歐洲之外，繼續證明自己。」
柏歷堅尼也指出，贏得榮譽對一支球

隊非常重要，「但我同時還希望，我們的
球隊既能踢出美麗的足球，又能取得好的
成績。」即將年滿63歲的他告訴記者，
在其20餘年教練生涯中，始終不變的任
務就是要為球隊注入特有的風格和氣質。

「我們要踢
出 美 麗 的 足
球 ， 進 攻 的 足
球，在球場上取得更
多的進球。」
柏歷堅尼坦承，來到中國執教，

他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是空前的，
但他說，「球隊在朝着計劃前進
時，我們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的。」眼下，距離本賽季結束還剩
6場比賽，柏帥說，他計劃根據對手
和球隊的現狀進行合理的戰術安
排，力爭為明年打下一個好的基
礎。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東莞報道）9月10日至
11日，2016年「民盈山．國貿中心盃亞歐男子乒乓球全
明星對抗賽」在東莞舉行。最終，亞洲明星隊以總比分
8：2戰勝歐洲明星隊。不過，作為亞洲明星隊成員，香

港「一哥」黃鎮廷表現不佳，一人獨失兩分。
2016年亞歐男子乒乓球全明星對抗賽為期2天，共10

場單打比賽。亞洲全明星隊有樊振東（中）、莊智淵
（台）、黃鎮廷（港）、朱世赫（韓）、高寧（新）5名
選手，歐洲全明星隊有來自白俄羅斯的薩姆索諾夫、德國
的波爾、葡萄牙的佛雷塔斯、克羅地亞的加西納及俄羅斯
的什巴耶夫。
在10日的比賽中，亞洲明星隊唯一失利的是港將黃鎮

廷，他以1：3負於俄羅斯名將什巴耶夫。11日，25歲的
黃鎮廷再以2：3不敵奧地利44歲的老將陳衛星。
賽後，黃鎮廷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陳衛星是削

球好手，而我恰恰對削球適應度不是很高。」他表示，
「這是一次很好的鍛煉機會，我更知道自己的不足。」
對於今後的打算，黃鎮廷希望揚長補短，令自己更全

面。

殘奧會獎牌榜
（截至香港時間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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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華夏帥印

亞歐乒賽 黃鎮廷兩負收穫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飛馬
雙雙贏波！香港飛馬憑藉在下半場連入4
球，以4：2反勝標準灝天打開今季勝利之
門，而傑志則在完場前發力以2：0力克九巴
元朗，兩連勝升上榜首。
誓要重奪聯賽冠軍的傑志今仗以強陣出
擊，林志堅及馬高斯等新援均正選上陣。不
過首戰大勝的元朗今仗表現出頑強鬥志，防
守出色之餘偶爾的反擊亦甚具威脅。完半場

前傑志開始加強壓力，不過羅勳奴及林恩許
的射門均未能越過元朗門將彭子鍵的十指
關。
一直久攻不下的傑志憑藉後備入替的辛祖

終於打破僵局，這名入籍港腳完場前3分鐘
先妙傳羅勳奴射成1：0，其後再助攻艾力士
成2：0完場。
為傑志打開紀錄的羅勳奴成為球隊升上榜

首的功臣之一，今季首任正選的羅勳奴表示

享受隊內的良性競爭：「今季球隊加入了很
多有質素的球員，整體實力明顯更加完整，
我除了入球之外還可以幫助球隊組織進攻，
期待與新球員磨合後的化學作用。」
而香港飛馬落後一球下換邊後展開大反

撲，新援沙華梅開二度加上黎洛賢及利馬
亦有進帳，最終以4：2擊敗標準灝天全取
3分，新帥加倫取得上任以來首場港超勝
利。

繼馬加夫、史高拉

利等人之後，又一位

世界名帥、智利人柏

歷堅尼正式加盟中超

聯賽（中國足協超級

聯賽）。綽號「工程

師」的柏歷堅尼表

示，中國足球正處於

發展的黃金時期，未

來3年希望能將華夏

打造成為有戰鬥力的

頂級球隊、一支亞洲

豪門。

■柏歷堅尼（左一）攜他的教練團隊與傳
媒見面。 微博圖片

■柏歷堅尼（右）接過
華夏帥印。 微博圖片

■■「「陳七陳七」（」（右一右一））出席操出席操
練練，，心事重重心事重重。。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許慶奪個人第許慶奪個人第1010枚枚
殘奧金牌殘奧金牌。。 路透社路透社

■■國乒小將樊振國乒小將樊振
東在比賽中東在比賽中。。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亞羅申科率先衝過終點亞羅申科率先衝過終點。。殷江宏殷江宏 攝攝

■■柏歷堅尼目標三柏歷堅尼目標三
年奪冠年奪冠。。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傑志兩勝升榜首 飛馬逆轉灝天
■■傑志羅勳奴傑志羅勳奴（（左左））
今仗首開紀錄今仗首開紀錄。。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