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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
短訊梁守志關注球迷安全問題

恒大有底氣成「七冠王」
上季中超廣州恒大以7分優勢拿

下冠軍，一方面的原因是競爭對手
的掉隊，另一方面與亞冠早早出局
也不無關係。今季投資人為球隊提出
了四冠王的目標，特別是在亞冠賽場
上，恒大不容有失，這無疑也為他們
在中超的表現帶來了壓力。雖然冬季
轉會中恒大顯得靜悄悄，但他們的球
員班底仍然睥睨中超列強。
而外援和U23新政對恒大來說，

也無疑是雙重利好。保連奴、高拉
特和阿倫的巴西「三叉戟」配合日
臻化境，在年輕球員儲備和培養方
面，恒大又率先實施了「青訓一條
龍計劃」，因此，恒大仍然是2017
中超冠軍最有力的爭奪者，他們有
底氣完成「七冠王」的壯舉。

蘇寧憋一口氣挑戰恒大
上季，江蘇蘇寧就有機會挑戰廣
州恒大，但後程乏力的他們目送對
手第六次登頂，足協盃最後時刻也
將冠軍拱手送給恒大。剛剛結束的
超級盃上，蘇寧再次被恒大絕殺。
不過，此前一直被恒大壓得喘不過
氣來的蘇寧，仍然是今季中超聯賽
恒大的最強對手。

今季，蘇寧陣容的基本架構變化
不大，汪嵩從廣州富力壓哨加盟應
當是蘇寧重要的引援。汪嵩在中場
的調度能力出色，並有着出色的腳
法，在上季富力的傳控球中充當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位34歲的老將
也一定渴望一座冠軍獎盃。縱觀上
賽季，無論中超、亞冠和足協盃，
蘇寧總是在關鍵時刻缺少「一口
氣」，今季他們一定憋着一口氣
想把恒大挑落馬下，但他們需要
為此拿出更多的霸氣。

上港擁有最恐怖鋒線
上海上港2015賽季曾

經距離恒大無限接
近。上季在亞冠賽場消
耗了較大精力的上港最
終位列中超第三，但與
恒大12分的差距並不意
味着他們今年就無力挑
戰恒大。事實上，天價從
英超車路士簽下奧斯卡，加
之主帥波亞斯帶着侯克的「使
用說明書」到來，讓上港擁有了中
超最為恐怖的鋒線，亞冠前兩輪全
取六分的開局，也讓這支球隊在中
超爭冠中擁有了更多的底氣。

■新華社

今晚2017賽季中超聯賽將拉開大幕，揭幕戰由貴州智誠主

場對遼寧宏運。在削減外援和U23新政的背景下，是已經六連

冠的廣州恒大拿下第七冠延續王朝，還是殺出一個「終結者」

顛覆原有秩序，一齣大戲正待上演。

中 超 首 輪 賽 程中 超 首 輪 賽 程
時間時間 賽程賽程((前者主場前者主場))
33月月33日日1919::3535 貴州智誠貴州智誠 對對 遼寧宏運遼寧宏運

33月月44日日1515::3030 廣州富力廣州富力 對對 天津權健天津權健

33月月44日日1919::3535 山東魯能山東魯能 對對 天津泰達天津泰達

33月月44日日1919::3535 上海上港上海上港 對對 長春亞泰長春亞泰

33月月55日日1919::3535 廣州恒大廣州恒大 對對 北京國安北京國安

33月月55日日1919::3535 河南建業河南建業 對對 華夏幸福華夏幸福

33月月55日日1515::3030 重慶力帆重慶力帆 對對 延邊富德延邊富德

33月月55日日1919::3535 上海申花上海申花 對對 江蘇蘇寧江蘇蘇寧

中國足協日前在其官網發佈聲明稱，
近日部分媒體及自媒體賬號報道，國足

主教練納比不滿中國足協國家隊建設總體思
路，對U19國青主教練人選聘用及國家二
隊、U23國家隊建設思路提出質疑，此類報
道完全無中生有，並不屬實。
當晚，中國足協在其官網上發佈《關於

「納比不滿足協教練選聘工作」等虛假新聞
的聲明》。聲明稱，中國足協與納比就國家
隊的備戰、男足國字號隊伍的建設思路方面
進行了數次坦誠愉快的交流。中國足協與納
比就建設大國家隊、統一各級國家隊技戰術
風格、打造國字號隊伍完整體系等問題達成
高度共識。
中國足協稱，納比對中國足協聘請足球發

達國家優秀教練員幫助國字號球隊發展的舉
措予以肯定；就下一步設立國家二隊及建設
U23國家隊等方面的工作，與中國足協形成
了完全一致的意見，「部分媒體刻意製造協
會與納比的矛盾，無端臆測、無中生有，甚
至以誇張、情緒化、中傷性的字眼傳播虛假
內容以吸引眼球，給中國足協以及納比的個
人形象都帶來不良影響，與當前足球發展的
良好環境、和諧氛圍極不相稱。」■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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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記者昨日獲悉，廣州恒大主場所
在天河體育中心，將正式迎來全面升
級改造。根據規劃，將在場館設施現
代化、惠民工程覆蓋面、場館服務、
文體名片打造等方面，實施70多項升
級改造。同時，主管部門還將面向全
省及港澳地區，多種方式徵集天河體
育中心建成30多年來的歷史資料。

工程不影響訓練和比賽
據天河體育中心主任黃麗儀介紹，

在建成30周年之際，天河體育中心將
按照「城市客廳」、「體育殿堂」的
標準，啟動升級改造和向社會徵集30
年發展資料活動。據介紹，改造工程將
在場館設施現代化、惠民覆蓋面擴大、
場館服務、體育城市名片等四方面進
行。改造後的天河體育中心場館設施將
更現代化、智能化，嶺南園林特色更明
顯，品牌賽事將更多。由於改造工期和
中超、亞冠聯賽存在同步，工程會根據
恒大的賽程適當作出調整，以不影響恒
大正常訓練和比賽。

恒大主場啟動升級改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港超東方足球隊在日前舉
行的亞冠盃G組主場遭日職球隊川崎前鋒逼和1:1，昨晨球
隊立即復課，全隊正選泳池浸溫水消除肌肉疲勞。而東方總
監梁守志觀操時表示關注到日前入場球迷的安全問題。
梁守志指出：「前晚有不少日本球迷買黃牛飛，同時會方
正視客隊球迷入場亂坐，誤入了東方球迷區，或許會發生不
愉快事件，之後我們的主場比賽，將會想辦法解決。」他補
充說：「旺角場為主場的決定一點沒有錯，目前比賽的效
果、球員的表現和熟悉場地，主場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至於東方主帥陳婉婷對球隊拿下寶貴的一分，大讚球員發
揮出色，「球員踢出賽前防守部署，在踢多一個下亦夠進
取，只是下半場有少少不集中，對1:1戰果好滿意。球員演
出集中、落力填補失位，就算上仗遭廣州恒大炒7球後，被
人睇低也沒氣餒。錯失幾個黃金機會未能爭得三分，現球賽
過去了，不會因拿不到三分而沮喪，反而拿到一分而感到對
信心增強。我們反擊及防守比作客做得好，下仗主場迎戰水
原藍翼會做到同一水平。」

東方籃球隊力爭7連勝
除了東方足球隊有好表現外，同樣在ABL賽事有好成績

的東方籃球隊，今晚將客戰馬來西亞飛龍，力爭7連勝坐穩
榜首。將迎來3月地獄賽程的東方，教練艾度托利斯賽前表
示：「上仗才與飛龍交手，對手打得很進取，今次再戰，我
們已經準備好。」(有線62及202台今晚7:45p.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英超旋
風今夏襲港！繼英超挑戰盃今夏重臨香港
後，傑志班主伍健昨日在社交網站宣佈，
季後將邀請英超勁旅熱刺來港獻技，雙方
商討合作已進入尾聲只差動筆簽約，如能
成事今個夏天香港球迷將有機會欣賞到熱
刺及利物浦兩大勁旅表演。
香港球迷今個夏天將有機會欣賞到連場

好戲，先有英超挑戰盃確定7月重臨香
港，而深受本地球迷喜愛的利物浦極有可
能是出賽球隊之一，除此之外傑志班主伍
健昨日亦有好消息宣佈，他表示季後邀請
熱刺來港友賽已「好事近」，只差動筆簽
約落實。兩大英超勁旅先後訪港，今夏勢
將再一次掀起足球狂熱。

灝天撼飛馬有力搶分
而今晚香港大球場將上演一場港超獨腳

戲，8時正香港飛馬將迎戰標準灝天，飛
馬今季表現飄忽，能擊敗南華但上仗又大
敗於和富大埔腳下，防線欠集中是球隊失
球主因，標準灝天上場雖然敗於東方腳
下，但拚勁卻值得一讚，面對「海鮮波」
的飛馬有力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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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女子網球賽下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女
子職業網球協會125K系列賽——2017鄭州
國際女子職業網球公開賽將於下月15日至
23日在河南中原網球中心舉行。中國唯一
一個奧運會、大滿貫雙打冠軍、中原網球中
心副主任孫甜甜擔任賽事總監。

世界跳水賽北京站今開賽
2017年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列賽首站比

賽——北京站將於今日至5日在「水立方」
舉行。中國「夢之隊」將派出新生代實力選
手與國外高手一決高下。 ■新華社

伍家朗德羽賽收退賽大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世界排名

第8的港羽「一哥」伍家朗，昨日於德國羽
毛球黃金賽第3圈收到對手退賽大禮，率先
殺入男單八強，從而得到一天休息。

張敬樂單車亞錦賽衞冕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昨日舉行

的巴林亞洲單車錦標賽重頭戲男子公路賽，
港將張敬樂由於未能完成賽事，衞冕失敗；
至於其隊友何柏爾就跟隨主車群過終點，獲
得港隊最好成績的第五名。

■「鏗鏘玫瑰」
未能在阿爾布費
拉的明媚陽光中
綻放。第 21次
參加阿爾加夫盃
國際女足邀請賽
的中國女足昨日
在與小組賽首個
對手荷蘭的較量
中，進攻無法打
開局面的同時，
一次邊路防守中
的盯人不緊，讓
中國女足吃到一
場0:1的敗仗。

新華社

■■梁守志接受傳媒梁守志接受傳媒
訪問訪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方昨日立即復課東方昨日立即復課。。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熱刺來港踢表演賽熱刺來港踢表演賽
成事高成事高。。 法新社法新社

■■孫甜甜孫甜甜((中中))擔任賽事總監擔任賽事總監。。 馮雷馮雷攝攝

■■蘇寧仍是恒大的蘇寧仍是恒大的
最強對手最強對手。。新華社新華社

■■天河體育中心鳥瞰圖天河體育中心鳥瞰圖。。 廣州辦傳真廣州辦傳真

未 能 綻 放

■■上港鋒將上港鋒將
侯克侯克。。法新社法新社

■■恒大力恒大力
爭爭「「七冠七冠
王王」。」。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主帥納比國足主帥納比((右右))。。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