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男足國家隊（國足）前晚在廣
西南寧揭幕的中國盃國際足球錦標賽
首場比賽中以0：2負於冰島隊，主帥
納比賽後表示，這支年輕的中國隊在
體能和比賽經驗上不如對手，但隊員
們在比賽中展示出了訓練效果。
今次出戰中國盃的國足，國家隊主
力隊員屈指可數，僅有6名球員有過
國際A級比賽經歷，被內地
傳媒稱為「史上最嫩國
足」。而主帥納比也沒
抱以過多期望：「七
八支中超俱樂部剛
開始冬訓，他們的
球員沒有達到比賽
的要求，我只能徵
召一些剛完成體
能儲備的球
員。絕大多
數球員都
是第一次
入選國家

隊，不能想像這些隊員一到國家隊就
能踢比賽，並贏得勝利。足球並不是
如此簡單。」
儘管輸掉比賽，但納比對這支年輕

的隊伍仍給予肯定，他說：「有些球
員第一次代表國家隊比賽還略顯緊
張，下半場的體力下降得比較快，但
在前一個小時的比賽中，他們還是展現

出了訓練中所追求的東西。」
「中國盃」第二場比賽
昨晚舉行，克羅地亞以
總比分２：５（90 分
鐘1：1）不敵兩屆美
洲 盃 冠 軍 得 主 智
利。智利將於15日
與 冰 島 爭 奪 冠
軍，克羅地亞將
與中國隊在
14 日爭奪季
軍席位。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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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市明跨界推廣拳擊 無退役打算

隨着世界盃參賽球隊的擴軍，各個
大洲的出線名額有望隨之提升。

目前，在32支參賽球隊的規則體系
下，亞洲球隊的出線名額為4.5席，而
此番世界盃擴軍成功帶來的結果是，亞
洲球隊的出線名額將會隨之提升，這無
疑大大增加了中國男足晉級世界盃的概
率，令國足有望繼2002年之後再續
「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夙願。
「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我可以吶

喊一聲嗎？」對此，前國腳李毅在社交
媒體上難掩興奮之情，他將這一改革形
容為「天亮了」。他堅信，中國隊將會
乘着這股「東風」打進世界盃。
不過，與李毅相比，更多人持懷疑

態度。有球迷認為，憑藉中國隊的實
力，即便是擴軍，恐怕也難以在亞洲
區預選賽中突圍。
鳳凰體育評論員張豐也認為：「中

國隊能否進入48支球隊參加的世界
盃，最終仍將取決於中國隊的實力。
如果我們能夠發明出一種更公平的預
選賽機制，選出48支世界上最強的球
隊，中國基本上沒有機會。FIFA的最
新排名，國足由於預選賽的糟糕戰
績，暴跌6位，目前已經排到了第84
位，84和48，有着本質的區別。在一
個有100人組成的大班級裡，排名84
位的同學，要擠到前50名，需要奇
蹟。」

國少負緬甸 淪亞洲末流
他還分析道：到2026年，現役的國

少將負起衝世界盃重任，但「很明顯，
前途暗淡。2015年的亞洲少年足球錦
標賽，中國隊預選賽表現糟糕，沒能進
入正賽。這一點都不讓人吃驚，因為在
這一年的3月，中國國少隊找來馬來西

亞、越南、緬甸四國少年隊熱
身，比賽名叫「中國-東盟青
少年足球邀請賽」，本
來，國少隊是要找幾個
『弱旅』來增加自信
的，最終，中國隊卻只
獲得第四名，甚至以0：1
輸給了緬甸隊……如今，中
國國少已經淪落到亞洲末
流。」在「這種情況下，你
怎麼還能對2026年樂觀起
來？」 ■記者 陳曉莉

國際足聯宣佈，從2026年世界盃開始，
世界盃參賽球隊將擴軍至48支。雖然具體
的名額分配方案還沒有出爐，但媒體普遍
預測亞洲的參賽名額將在現有基礎上增加
3-4個。對於志在進軍世界盃的中國男足來
說，這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不過，網友
們顯然沒有那麼樂觀，不少網友對國足依
然不看好。
有網友吐槽：「恭喜中國隊，看以後還
有什麼理由可以找！」「北大清華擴招和
你有個毛關係。」「說的好像擴到100支隊
伍你就能進似的。」「這要還是進不去多
尷尬。」
不過，也一些正面反應：「有生之年能再看

到中國隊征戰在世界盃的賽場上了。」「打鐵
還需自身硬才是真道理。」 ■記者 陳曉莉

網 友 吐 槽
北大清華擴招與你何關

中新社上海11日電 兩屆奧運會拳
擊冠軍、WBO蠅量級拳王，鄒市明用
一個個榮譽刷新着中國拳擊在世界的
地位。談及未來的計劃，鄒市明昨日
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只要我的競
技能力和技術還在，就沒有想到退
役。」
2016年，對鄒市明來說，注定是「收

穫」的一年。2016年11月，鄒市明在美
國拉斯維加斯成功拿到WBO蠅量級世界
拳王金腰帶，完成了「奧運冠軍+世錦賽
冠軍+亞運會冠軍+全運會冠軍+世界職業
拳王」的超級全滿貫壯舉。
但獎盃、獎牌和金腰帶，對鄒市明來

說，「多年後都會成為過去」，而他的
夢想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中國對

拳擊有更深入的認識，讓世界知道我們
中國人也在玩拳擊」。
帶着這樣的目標，鄒市明開始有意識

地進行「跨界」嘗試。2013年，鄒市明
成立了「貴州明冉體育文化發展有限公
司」，經過3年的觀察和考量，2016年，
他又成立了「瑩皓（上海）體育文化發
展有限公司」和「鄒軒（上海）體育文
化發展有限公司」。
鄒市明說：「我覺得拳擊不光在台
上，實際上台下有很成熟的商業模式，
我擁有從奧運會舞台走上職業賽場的經
驗，也學到和認識了很多資源和知識，
我希望能把國外的一些成功的商業模式
歸納起來，在我們自己國家落地。」
2017年，鄒市明將迎來他的首場金腰

帶衛冕戰，雖然目前賽事還沒有最後敲
定，但鄒市明坦言，「已經做好下場衛
冕的準備，過完年之後就要進入備戰狀
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超聯已
經踏入下半季賽事，各支球隊均乘轉會窗重
開增兵補充實力，排名榜兩強的傑志與東方
為應付即將來臨的頻密賽程，已分別簽入金
東進及收回黃梓浩。和富大埔及南華亦不約
而同羅致新援劍指三甲，勢令下半季賽事更
加激烈。
本周日傑志及東方龍獅將出戰高級組銀牌

決賽爭奪本季首個錦標，由場內鬥到場外，
兩支球隊在下半季轉會市場亦有所動作，除
了周日的決賽，傑志接下來的一個月還要應
付本地聯賽、菁英盃、亞冠盃附加賽及賀歲
盃，忙碌程度冠絕港超各隊。雖然傑志目前
班底仍足以應付兩條戰線，不過為闖關成
功，球隊早前簽入前韓國國腳金東進及前匈
牙利國腳前鋒華杜斯，令前線及防線力量大
幅增強，希望有助晉身亞冠盃分組賽。
而東方龍獅雖然已擁有相當豪華的陣容，不

過收回在省港盃有出色表現的小將黃梓浩令球
隊調動更加靈活，尤其是人手未算充裕的左
閘位置。陷入陳肇麒轉會風波的南華上半季
經歷不少人事變動，上任不久的主帥迪恩目
前正觀察試腳球員麥高派路域的表現，這支褪
色班霸勢將在下半季繼續增兵以圖重回三甲。
而今季盡顯「黑馬」本色的和富大埔簽入

伊達堪稱目前為止下半季最佳收購，首次為
大埔上陣已取得兩助攻一入球。主帥李志堅
表示，伊達於中場的經驗正是球隊的「最後
拼圖」，相信這名港腳進一步提升狀態後可
有更佳表現。

李東昇贏達喀爾賽段冠軍
達喀爾拉力賽香港時間昨日結束了第8個

賽段的爭奪。在汽車全地形組，中國車手李
東昇以領先第二名8分01秒的佳績贏得賽段
冠軍，並在總成績以落後1小時35分12秒
的成績排名第二；西班牙車手托雷斯總成績
位居第一。中國另外兩名車手毛瑞金和王福
江在該賽段沒有成績，不過王福江總成績仍
居第4，毛瑞金則無緣總成績榜。

■記者 陳曉莉

中國足球職業聯盟將成立
中國足球職業聯盟日前在上海舉行了籌備

工作組會議，討論修改職業聯盟章程及相關
問題。中國足協副主席于洪臣、富力俱樂部
投資人張力、上港集團黨委書記陳戌源、中
超公司董事長馬成全以及8家中超、中甲俱
樂部代表出席會議。會上基本確定聯盟將在
今年2月成立；另外中國足協人員不得在聯
盟掛職的舉措，也為聯盟日後獨立、公正運
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記者 陳曉莉

吳迪澳網資格賽首輪晉級

澳洲網球公開賽昨率先展開資格賽的爭
奪，中國選手吳迪（見圖）首戰僅用時54
分鐘，便以6：1、6：1速勝東道主巴內
斯，強勢殺入次輪。接下來吳迪可能遭遇德
國老將、資格賽8號種子貝克爾。另外，中
國金花張帥昨飛抵墨爾本，她將作為20號
種子出戰。張帥在twitter上貼出自己抵達澳
洲的照片：「我們又回到有着很多美好回憶
的墨爾本啦！」 ■記者 陳曉莉

轉會窗重開
港超列強紛增兵

國際足協（FIFA）

於香港時間前晚宣佈，自

2026年起，世界盃決賽階段參

賽球隊將從現有的32支擴大到

48支，全部比賽由 64場增至 80

場，賽制也將改變。這一變化立即引

發熱議，中國球迷最關心的是，亞洲

區參賽名額有望從4.5增至8.5席，國

足參加世界盃的希望大大增加；但也

有球迷認為，憑中國隊的實力，即

便是擴軍，恐怕也難以在亞洲

區預選賽中突圍。

國足負冰島 納比讚踢出訓練效果

■鄒市明（左）
於去年世界拳王
爭霸戰打倒對
手。 美聯社

■■女排歐冠盃當地時間10日晚進行了一
場D組小組賽，中國球手朱婷所在的土
耳其瓦基弗銀行隊客場以3：2戰勝土耳
其埃扎傑巴瑟隊。朱婷首發五局收穫23
分成險勝功臣，其中一傳成功率更高達
79％全場最高。 新華社

■鄒市明去年贏
得WBO蠅量級
世界拳王金腰
帶。 資料圖片

■■國足主帥納比場邊督戰國足主帥納比場邊督戰。。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小將楊善平中國小將楊善平（（右右））與對手與對手
拚搶拚搶。。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在中國盃首戰以國足在中國盃首戰以
00：：22不敵冰島不敵冰島。。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球員惠家康中國球員惠家康（（中中））突突
破遭攔截破遭攔截。。 新華社新華社

■■黃梓浩在省港盃慶祝入波黃梓浩在省港盃慶祝入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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