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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朗戰蘇盃
爭獎牌不留遺憾

正在高原城市昆明集訓的中國游泳名將孫楊，
日前出席活動時稱，在今年的布達佩斯游泳世錦
賽上力爭 800 米自由泳四連冠；對於 2020 年東京
奧運會，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壯志：「東京奧
運，我依然是王！」
17 日被授予
兩屆奧運金牌得主孫楊
「騰訊體育陽光大使」榮譽。據中

新社報道，儀式上，身高 2 米的孫楊立於
人群中十分「突出」，身穿黑色花紋的白
襯衫，陽光帥氣。這位 25 歲的年輕人，
目前已為中國男子游泳在奧運會、世錦賽
中奪得 10 枚金牌，並且是男子 400 米自
由泳奧運會紀錄保持者、男子 1500 米自
由泳世界紀錄保持者。
最近一段時間，為備戰世錦賽，孫楊
一直在昆明集訓。孫楊表示，和之前高原
集訓相比，此次訓練成果更好，重點改進
自己弱項的出發技術。
談到今年 7 月的布達佩斯游泳世錦賽，
他說：「希望在 800 米上能繼續尋求 4 連
冠。」此外，他稱也將在 200 米、400 米
中保持優勢，1500 米依然不會放棄。
「1500 米是我多個項目的保護傘，最近
身體狀況還不錯。」
2017 布達佩斯游泳世錦賽是東京奧運
會之前最重要的比賽之一，也將是孫楊的
一個全新起點。他說：「從去年奧運會至

今沒有中斷訓練，最近一直都在昆明集
訓，5 月底將出發澳洲外訓，為世錦賽作
最後的備戰，可能就不回國了。」

身為隊長多了一份責任
今年世錦賽，孫楊還多了一個身
份——中國游泳隊隊長。面對主持人的
調侃「隊長身份會讓你有一些特權
嗎？」孫楊笑着說：「當然沒有特權，
還是跟所有隊員一模一樣，每天都是三
點一線的訓練生活，只是更多了一份責
任。」他表示，游泳是一個孤獨的項
目，為了讓五星紅旗升起，不僅要自己
做好，還要幫忙其他隊員，分享自己的
經歷和經驗，這樣中國游泳隊才能在國
際舞台上大放異彩。
對於東京奧運會的目標，孫楊毫不掩
飾地回答道：「里約奧運時我說過一句
話，I am the king(我是王) ，相信大家都
還沒有忘記。東京奧運，我要說的依然還
是這句：I am the king！」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潘 志
南）香港羽毛球
代表隊 16 名男女
球手今啟程前往
澳洲黃金海岸，
出戰第 15 屆蘇迪
曼盃羽毛球混合
團體賽。
港隊男單「一
哥」伍家朗前晚
在百忙備戰中出
席香港足球先生
■ 伍家朗征蘇盃望有獎牌落
頒獎禮，擔任頒
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獎嘉賓。他透
露，「蘇盃」及全運會團體賽的目標都是力爭獎牌
不想留遺憾！
在蘇盃比賽，港隊跟國家隊和女隊實力飆升的泰
國隊同屬 A 組。對此，他說：港隊要力拚泰國隊晉
八強爭次名。上屆港隊四強止步很遺憾，今次只要
出線就再拚 4 強甚至爭奪獎牌。「港隊從未試過團
體賽拿獎牌，我不想如上屆般留下遺憾。」
蘇迪曼盃將於本月21日至28日在澳洲的黃金海岸
舉行，這是賽事舉辦25年以來首度在歐洲及亞洲以
外的澳洲舉行。參賽的港隊隊員有：（男子）胡
贇、羅卓謙、李卓耀、李晉熙、伍家朗、柯展聰、
鄧俊文、黃永棋、（女子）周凱華、張雁宜、范嘉
茵、吳芷柔、潘樂恩、謝影雪、楊雅婷及葉姵延。

■身穿帶黑色花紋白襯衫
的孫楊陽光帥氣。
的孫楊陽光帥氣
。新華社

足總改例
本土球員須持特區護照
■孫楊正積極
備戰布達佩斯
世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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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今季重用
「零本土」陣容惹來爭議，不過足總行政總裁薛基
輔表示來季將收緊本地球員註冊資格，外援除需要
居港滿 7 年外，還要跟隨國際足協規定，手持香港
特區護照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日前宣佈，今年 7 月 1 日起
新註冊的本地球員，除需要滿足居港 7 年的條件
外，更要手持香港特區護照才能成功註冊。薛基輔
表示，今次修例只是與國際足協條例接軌，希望確
保本地球員出場機會。
新例意味着外援即使達到居港 7 年的條件，還要
放棄自身國籍及護照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註冊。不
過今年 7 月 1 日前已註冊的球員可獲豁免，即是傑
志林志堅以及南華謝家強等來季仍能以本地球員身
份出戰。但下季將居港達 7 年的基奧雲尼、佐迪及
列斯奧等則要跟隨新例。
對於內地及澳門球員，新例亦同樣有效，居港兩
年後需要改持特區護照才可以本地球員身份出戰。

短訊

蔣氏姐妹奪全運花泳冠軍

■蔣婷婷
蔣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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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屆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雙
人自由自選決賽 17 日晚在天津奧
林匹克游泳跳水館決出結果，復
出的四川「姐妹花」蔣文文、蔣
婷婷以總分 89.9369 分奪冠，代表
湖南出戰的孫文雁、李曉璐以
88.8492 分屈居亞軍，銅牌則被廣
東德潤花樣游泳隊的王柳懿、王
芊懿摘得，她們的成績是 86.5554
分。
本次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共分
雙人、集體和自由組合三個項

目，共有來自四川、北京、湖
南、廣東、上海、天津、江蘇、
湖北和香港的 9 支隊伍展開角逐，
蔣文文、蔣婷婷這對「姐妹花」
代表四川隊出戰二人復出後的首
屆全運會，引發全場關注。
在 17 日晚間進行的雙人自由自
選賽決賽中，蔣氏姐妹表現的主
題是《天鵝》，在柴可夫斯基創
作的樂曲當中，蔣文文和蔣婷婷
的表現異常出色，開場的劈叉托
舉出水高度令人嘆為觀止，之後

的許多動作表現更是難度極高，
這對已是母親的四川姐妹花來說
都是很大的挑戰，但她們贏得了
滿場的喝彩，也奪取了最後的勝
利。
在賽後的採訪中，蔣文文、蔣
婷婷稱，作為花樣游泳運動員，
每天都要進行長達 8 個小時的訓
練，非常不容易，但今時今日的
中國花樣游泳環境比較乾淨，能
確保公平、公正，這對每個選手
來說都是寶貴的機會。 ■中新社

中超獲天價冠名贊助 五年收入百億
中國足協超級
聯賽（中超）日
前同中國平安集
團簽下為期 5 年的
冠名贊助新合
約，據騰訊體育消息，總冠名費高達 10
億人民幣。
早些年，中超未受關注，西門子只冠
名一年便選擇退出，導致中超於 2005 年
裸奔。2006 年，中超獲愛福克斯冠名贊
助，結果 600 萬歐元的贊助費只兌現了一
小部分，雙方後來還鬧上法庭。
隨後的兩年，某啤酒品牌冠名中超聯
賽。由於對方資金欠缺，最後聯賽分紅時
不得不以啤酒湊數。掃賭反黑風暴後，中
超各俱樂部加大投入，令聯賽變得更有吸
引力，精彩程度也相應提升。2014 年，
中國平安集團成為中超聯賽的贊助商，每

年的贊助費用為 1.5 億元人民幣，為期 4
年，總共冠名費是 6 億元人民幣及擁有優
先續約的權利，當時，這一數目已算是天
價。
如今，中國平安再與中超簽下為期 5 年
的新合約，每年贊助費用也從原來的 1.5
億元變成 2 億元人民幣。這樣 5 年下來，
中超在冠名方面的費用就高達 10 億元人
民幣。有相關人士認為，這與目前中超的
受關注程度和價值成正比。目前中超的平
均上座率為場均 2.2 萬人左右，不僅內地
電視台、視頻網站會轉播，還有不少海外
媒體對聯賽比賽進行轉播。
除冠名之外，中超聯賽還賣出 5 年 80
億元人民幣的轉播權費。另外再加上動輒
幾千萬元的贊助商和官方供應商的費用，
中超未來 5 年的收入有望超過 100 億元人
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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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球員入選日本男籃
日本男籃日前公佈
代表隊名單，首位被
日本歸化的華裔球員
張本天傑入選。張本
天傑原名張天傑，
1991 年 生 於 遼 寧 瀋
陽，身高為 1.97 米，
後被日本歸化加入日
■張本天傑（右）
本籍。日本男籃將於
2014 年代表日本參
6 月 2 日至 7 日參加在
加亞洲盃。
加亞洲盃
。 新華社
日本長野市舉辦的東
亞男籃錦標賽，參賽的 6 支球隊有韓國、日本、中
國澳門、中國國奧、中華台北及中國香港，屆時賽
事前5名將獲得參加8月男籃亞洲盃正賽的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女籃亞錦賽 中國獲上籤
2017 女籃亞錦賽小組賽分組抽籤昨在印度班加
羅爾舉行，中國女籃被分在 A 組，與新西蘭、中華
台北及朝鮮同組，成功避開衛冕冠軍日本隊。在上
屆亞錦賽中，中國女籃分別在小組賽與決賽兩次負
於日本隊無緣冠軍。今次新一屆中國女籃在主帥許
利民的率領下，目標戰勝日本重奪女籃亞錦賽冠軍
寶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遊協今拚東方 輸少當贏
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事今晚假修頓室內場
館上演兩場賽事：7 時由遊協對東方龍獅，尾場 8
時 40 分飛鷹對永倫。票價 50 元正，長者及學生優
惠票 30 元。遊協今季開局不利，先後對上「三巨
頭」，首兩場分別不敵南華和永倫，今晚硬碰東南
亞職業聯賽冠軍東方龍獅，更大的期望是為榮譽而
戰，輸少當贏。而昨晚在石硤尾公園體育館上演的
女子甲組賽事，七喜以94：41輕取東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