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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引甘美奧中場
添進攻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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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36 歲的姚明和中國籃協副主席李金生共
同擔任「第九屆中國籃球協會代表大會暨換屆會
議」籌備組組長。在茍仲文接替劉鵬出任國家體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理文流浪
今季換上全新的管理層，不過成績卻未見太
大進步，目前僅列聯賽榜第 8 位。為了下半
季改善戰績，球隊羅致了曾効力巴西著名球
會甘美奧的中場貝治，以加強球隊中場組織
能力。
理文流浪今季以全新姿態示人，不過成績
卻未如理想，上周更以 0：3 大敗於和富大
埔腳下。過於依賴佐迪令球隊進攻欠缺變
化，為了增加進攻板斧，流浪新近羅致了巴
西中場貝治。
這位 27 歲的進攻球員曾効力巴西球會甘
美奧，總教練林慶麟認為貝治可以加強球隊
攻力：「貝治傳射俱佳，而且擅長後上攻
門，踢法具侵略性敢於起腳，是球隊缺少的
類型，會透過比賽進一步觀察他的能力。」
而貝治則表示來港前一直保持訓練狀態不
俗：「協助球隊勝出是最重要目標，之後才
是增取入球，球隊的氣氛不錯，很高興能夠
加盟流浪。」

總局局長之後短短幾個月來，李玲蔚、姚明這兩位
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退役體育明星有了新角色，這樣
的變化釋放出中國體育深化改革的積極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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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乒聯：
李曉霞正式退役
國際乒聯昨在官網報道：國
乒 28 歲奧運冠軍李曉霞已正式
退役，並已得到中國體育總局
的批准，中國乒乓球女隊主教
練孔令輝祝她未來在新的領域
能取得更大的成績。
李曉霞今年元旦日在個人微
博發表退役宣言，她寫道：「7
歲打球至今已 22 載，乒乓球如
同我的生命般存在。她給予了
我豐富多彩的生活，酸甜苦辣
■ 李曉霞在里約奧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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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始終有你們的陪伴，感謝每
一位幫助我的領導、教練、朋友與球迷們，是你們的教導與鼓勵
給予了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未來的路還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
縱然有太多太多的不捨，今天依舊要向大家說聲再見，再見了我
最親愛的乒乓球，再見了我至高無上的中國乒乓球隊！離別總是
令人傷感的，但我將依然關注乒乓、從事乒乓，與大家共同維護
國球的至高榮譽。」
國際乒聯還報道稱，孔令輝已確認收到李曉霞的退役申請，並
已獲得體育總局的批准，孔令輝說：「我希望她未來的事業能走
得更遠。」
李曉霞1988年6月出生於遼寧鞍山，13歲進入國家隊，她先後
奪得 2008 年世界盃、2012 年奧運會、2013 年世乒賽冠軍等殊
榮，她是世界乒乓球歷史第 8 位、同時也是中國乒乓球隊第 7 位
「大滿貫」得主。
■記者 陳曉莉

韓媒指世盃擴軍
FIFA 向中國
「放水」
世界盃擴軍到 48 支球隊，雖然具體各大
洲分配名額尚未確定，但亞洲的出線名額至
少會增加50%。毫無疑問，對多年苦苦追求
世界盃出線權的中國隊來說，是一利好消
息。
不過，韓國媒體力排眾議，認為世界盃擴
軍，是國際足協（FIFA）有意向中國「放
水」。因為擴軍除帶給亞洲幾乎翻倍的出線
名額，將大大降低中國隊的出線難度，同時
也加大了主辦世界盃的難度，屆時只有像中
國這樣少數的經濟大國才有能力承辦，客觀
上減少了中國主辦世界盃的競爭對手。
內地專業報章《足球》認為，世界足球的
發展離不開中國這個龐大的新興市場，過去
國際足協在世界盃的收入上過分依賴歐美市
場，但這一格局將被遠東打破，遠東已是世
界盃不可或缺的搖錢樹，其中，中國又是重
中之重。
但中國足球近年在青少年培養方面着力不
少，惟沒有明顯的成就。反觀越南、緬甸等
近年紛紛打入亞青賽 4 強，彰顯中國足球在
青訓上的失敗。《足球》指出，與其寄望擴
軍降低難度，還不如把投資外援的巨額資金
更多地放在青訓體系上，提升自身的實力，
才是真正的出線之本。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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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由來自專業籃
體育行業人才選拔的
球、高校籃球、社會籃
新趨勢。
球的各界人士組成，中國籃
體育管理機制和體育社團
的改革正處於關鍵階段，人才是改革的 協領導機構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從某種
核心驅動力，而姚明恰恰是體育領域不 意義上說，「籌備組組長」的任命可以說
可多得的複合型人才。作為一名退役的 是時隔4年之後國家體育總局對姚明這份
優秀籃球運動員，姚明不僅擁有超強的 提案作出的積極回應。
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而且具有擔任全
將有更多退役明星進管理層
國政協委員、上海男籃俱樂部董事長等
職務的豐富經歷，在體育產業、公益慈
姚明出任籌備組組長乃至將來可能擔
善、體育外交等領域也有寶貴經驗，對 任中國籃協主席，並不是簡單的退役運
於 NBA 職業聯賽和國際籃球的發展也頗 動員「當官」，它體現的是「讓專業的
為熟悉。如果他能夠擔任中國籃球協會 人做專業的事」的人才使用思路，也符
的領導職務，在中國籃球和 CBA 聯賽改 合國際慣例和國際潮流。在國際體育組
革中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織中，像巴赫、羅格、高爾這樣由優秀
退役運動員擔任管理者的情形比比皆
2013年已呼籲改革管理體制 是，而近些年中國的一些知名退役運動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13 年的兩會 員由於體制內、外之間「隱形高牆」的
存在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姚明在新一屆
的中國籃協中發揮作用，很可能帶來積
極的示範效應，讓像他和楊揚這樣有思
想、有見地、有影響力的退役體育明星
在中國和國際體育組織中更好地施展才
能、有所作為。
對姚明本人而言，從擔任籌備組組長
的那一刻起，也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自
己未來的角色。這是他體育生涯中繼當
年加入 NBA 之後又一次美妙而重要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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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僅18人迎中國盃季軍戰
正在南寧參加「中國盃」的中國男足，目
前只剩下 18 名球員備戰明日上演的國足對
克羅地亞的「中國盃」季軍戰。據騰訊體育
消息，來自中超球隊上海申花的曹贇定、毛
劍卿、柏佳駿以及受傷的上海上港球員傅歡
已於周三離開國足，返回各自俱樂部。「中
國盃」時逢非國際比賽日，包括中國隊在內
的 4 支參賽隊都沒安排主力出戰。而因僅 6
名球員有過國際 A 級比賽經驗的國足，更被
內地傳媒稱為「史上最嫩國足」。
■記者 陳曉莉

父親盼朱婷多出成績別受傷

東方傑志揮春互「窒」周日銀牌爭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本港足
壇歷史最悠久的錦標賽─高級組銀牌
賽，周日在大球場上演，衛冕兼爭取「三
連霸」的東方龍獅挑戰傑志。昨午兩隊主

■傑志與東方球員寫揮春
互「窒」。 潘志南 攝

帥及球星齊齊出席賽前「牙骹戰」，兩隊
球員大寫揮春互「窒」對手，並齊稱戰意
旺盛。
傑志陣前新增兩名國腳級援將─韓兵

金東進及匈牙利的華杜斯。教練朱志光拒
答兩將是否上陣周日的比賽，只表示增援
是為亞冠盃。但對於 10 年未捧過的銀牌
冠軍獎盃，朱氏仍十分渴望，盼為亞冠盃
及賀歲盃壯聲威。
而東方主帥、亞洲最佳女教練「牛丸」
陳婉婷則對傑志兩新援評價甚高，稱經搜
集網上比賽片段，已細心分析兩人踢法和
特點，為周日一仗做好功課。她透露，無

■陳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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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手兩援是否上陣，東方都會部署聯
防，「留心對手、攔截準確及紀律性缺一
不可」。她稱讚吳偉超自律，積極催谷體
能可隨時上陣，其能力不容置疑。
昨日出席「牙骹戰」的傑志球員還以揮
春挑釁，傑志林嘉緯以「捲土重來」贈李
康廉，矢志重奪錦標。盧均宜的「滑不溜
手」則揶揄葉鴻輝千萬不要接球甩手，亦
暗示對手不用手下留情。
東方「英雄輝」葉鴻輝則指出對手任何
一名球員都可以改寫戰局，希望在 90 分
鐘內決出勝負。
東方龍獅如果今仗能成功奪得「三連
霸」，將是球隊史上第11個高級組銀牌賽
冠軍。1952-1953賽季首次捧銀牌。今屆決
賽周日與傑志會師香港大球場，這是兩隊繼
去年9月社區盃後再次於冠軍戰中碰頭。
至於五屆冠軍傑志，最近一次銀牌賽封
王是 2005-06 賽季，兩年前於決賽以 2：3
不敵東方，周日誓要重奪錦標。

年關之際，
里約奧運會女
排最有價值球
員朱婷（圖）
正在歐洲的聯
賽奮力拚殺。
在中國河南省
鄲城縣，朱婷
的父親朱安亮
盼望女兒早日
歸來，希望 2017 年朱婷能夠多出成績別受
傷：「朱婷今年要回來參加全運會，比賽還
是挺多的，希望她能調整好自己的狀態，多
出成績，但千萬別受傷了。」
■新華社

籃協烏龍 禁賽外援如常上陣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前晚展開第
26 輪的比賽。在北控男籃主場迎戰北京首
鋼的一場焦點較量中，北京隊憑藉馬貝利的
穩定表現以及翟曉川在末節的爆發，最終以
92：87 獲勝。不過，該場比賽還有個小插
曲：北控外援巴蒂斯塔累計六次 TUD 犯規
（技術犯規、違反體育道德犯規和直接取消
比賽資格的犯規），本場本應該禁賽一場，
但籃協糟糕的技術統計欺騙了自己，直至第
3 節才發現錯誤，故匆匆叫停比賽，「逐」
巴蒂斯塔離場。
■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