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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 南華爭踢亞冠
身心俱疲意志之戰
■洛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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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今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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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再度狹路相逢。
場再度狹路相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球季來到尾聲，
不過附加賽仍有好戲上演，今午 3 時正東方龍獅與
南華於旺角大球場再度相遇，兩支失意班霸誓要在
這場大戰中找到安慰，為下季亞冠盃外圍賽資格而
戰。
分別痛失聯賽及足總盃錦標，東方及南華只能寄
望取得來季亞冠盃資格以減輕傷痛。球季即將結
束，球員們無論體能及精神均接近臨界點，令這場
附加賽四強戰成為意志之爭。
今季在亞冠盃小組賽嚐盡挫折，不過這項亞洲球
會頂級賽事對東方仍有無限吸引力，主帥陳婉婷希
望在最後一刻重回正軌：「今季我們失望了很多
次，但作為職業球隊我們仍要為未來而戰，亞冠盃
席位對我們來說別具意義，球隊上下均希望再次在
亞洲賽上證明自己。」
南華在一場緊湊的賽事中失落足總盃錦標，不過
就如中場重心朱兆基而言，球隊在季尾已重拾作為
班霸的決心：「我們需要證明南華仍是港超最強球
隊之一，無論面對任何對手我們均以勝利為目標，
對東方當然會是一場硬仗，但我們已準備好爭取勝
利。」

新一屆中國男排國家隊前日下午在北京進行公
開訓練，
開訓練
， 這也是隊史首位外籍主帥
這也是隊史首位外籍主帥、
、 阿根廷人洛
薩諾就任後球隊首次公開亮相。
薩諾就任後球隊首次公開亮相
。 從當日的訓練來
看，男排與新主帥蜜月期頭兩周的關鍵詞當是
「細緻
細緻」
」與「嚴格
嚴格」。
」。
為國爭光」的訓練館裡，男排隊
在牆壁上寫着「頑強拚搏
員們整齊列隊，聽取洛薩諾細細講解訓練及戰術的要

點。隨後他們在體能教練帶領下進行拉伸、熱身、做一些加強
核心力量的練習。之後是技術訓練，發球，接發球，攔網……
緊接着的是隊內對抗。

曾率四國家隊躋身奧運
■男排隊員進行熱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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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洛薩諾始終在翻譯的陪同下緊盯訓練，隨時
指導。在對抗環節，有隊員在對方扣殺時慢了半拍沒有及時向
前，洛薩諾即刻叫停訓練，把該名隊員拉到場邊開起了小灶。
直到隊員連續倒地救球成功後方才歸隊。
近 30 年來，中國男排一直處在成績突破的「瓶頸期」，在
2016 年的里約奧運會男排落選賽上，中國男排在 5 局苦戰中不
敵伊朗隊，隨後接連告負無緣里約。當時洛薩諾正是伊朗隊的
主教練。曾執教西班牙、波蘭、德國和伊朗 4 支國家隊並帶領
西班牙和伊朗首次拿到了奧運會參賽資格的洛薩諾此次接過中
國隊教鞭，志在帶領中國隊打入東京奧運會。
兩周的訓練過後，洛薩諾認為中國隊在進攻上技術很好，尤
其是在處理平網快攻時表現突出，但攔網則是中國隊的弱點。
初步接觸之後，他定下的目標是：「一定要控制好傷病，通過
訓練和比賽了解隊員，把技戰術體系初步建立。」
中國男排將在 6 月份迎來世界男排聯賽，洛薩諾表示：「最
後一次中國隊有數據統計的比賽是在 2016 年的里奧落選賽
上，我們會拿着這個統計與世界男排聯賽的數據進行對比，看
我們在哪些方面要進行改善，發揚我們的優勢，逐步提高。」
他說，中國隊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 20 位，要向排在前邊的隊
伍學習。

進行數據對比改善球隊
在洛薩諾看來，還要備戰亞錦賽、世界盃預選賽的男排要真
正做到在實戰中去檢驗隊伍，因此，在男排聯賽前，隊伍還將
在保加利亞進行兩場友誼賽。
對於國家隊教練組的沈瓊來說，對洛薩諾最初的印象來自於
訓練細節方面的安排，「我們教練員都是每天提前半個小時到
場地，然後他每一個技術的安排都會耐心地講解，今天主要是
練什麼，為什麼要練這個。」
而他的嚴格則讓隊員江川感受深刻。江川說，在訓練場上，洛
薩諾的脾氣很火爆，也會用怒吼來警告隊員，但場下對他們則很
關心，是個好相處的人。「都是按照世界前 8 的隊伍來要求我
們，所以說有些難度。」他說，「男排現在也要準備東京奧運周
期，逼一逼我們可能會有更好的結果。我們會努力的，頂得住
吧。」
■新華社

■男排隊員梁春龍（左一）等
進行有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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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薩諾有信心率男排更上一層樓
中國男排首位外籍
主教練、阿根廷人勞
爾·洛薩諾(見圖)前日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
擁有世界一流的訓練條件，他有信
心帶領中國男排實現質的飛躍。
前日中國國家男子排球隊在國家體育總局
訓練局舉行 2017 年首次公開訓練課，這也是
洛薩諾擔任中國男排首位外籍主教練以來首
次公開訓練男排大名單上所有球員。
來華執教僅十幾天，洛薩諾面臨着諸多工
作和生活上的挑戰，不過經驗豐富的他坦言
將與球隊一道努力，通過加強身體和技戰術
訓練以及一場場實戰比賽，克服困難帶領中

國男排實現質的飛躍。
「作為初來乍到的外國人，語言關是我們
首先遇到的挑戰。在短短的幾個月到一兩年
時間當中要想熟練掌握中文對我和我的助理
團隊而言確實是個難過的檻。不過我們有幸
遇到了非常優秀的西文翻譯。同時在和隊員
的磨合中，我們開始可以用簡單的英語進行
交流，因此我相信交流問題會得到改善，」
洛薩諾說。
洛薩諾是世界男排界資深國際教練員，先
後擔任過波蘭、德國、伊朗、西班牙四支國
家隊主教練，並帶領波蘭男排獲得 2006 年世
錦賽亞軍，帶領德國男排獲得 2009 年歐洲男
排聯賽冠軍。
■新華社

2017 年全國跳水冠軍賽暨全運會預賽
昨在武漢體育中心落下帷幕，中國國家
跳水隊領隊周繼紅於 18 日來到現場觀
戰，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國家隊今年的
主要任務還是 7 月份在布達佩斯舉行的
世錦賽，而在新周期的第一個世界大賽
上，她認為中國隊的參賽目標還是以鍛
煉隊伍為主。
本次全國跳水冠軍賽上，除了施廷懋

在女子單人 3 米板項目上依然展現出絕
對的統治力外，其他幾名里約奧運會冠
軍陳艾森、曹緣以及任茜都未能在自己
的項目中奪冠，周繼紅認為，對運動員
來說，比賽狀態出現起伏是一件很正常
的事情，這也證明他們還需要努力、還
需要提高。
「今年上半年一直在比世界跳水系列
賽，一共有四站比賽，緊接着又回來比

全國跳水冠軍賽，有些運動員的成績不
是那麼理想，跟長期參賽疲勞度的積累
還是有一定關係，我覺得也很正常。還
是希望他們通過上半年的比賽得到更好
的鍛煉，為了後面 7 月份的世錦賽做準
備，」周繼紅說。
「里約奧運會完了之後又是新的周
期，我們補充了將近半數的運動員。接
下來的世錦賽是這個周期的第一個大

賽，對於年輕運動員來說是一次很好的
機會，主要目的是在大賽中鍛煉他們的
心理素質，為新周期打好基礎，」周繼
紅說。
而對於外界比較關心的世錦賽參賽名
單問題，周繼紅表示還要等本次比賽全
部結束後，隊裡面根據隊員們近來的狀
態以及未來的發展潛力綜合考慮後才能
確定。
■新華社

將於 8 月 27 日
至 9 月 8 日在天
津舉行的全運
會現已開始倒
計時的階段。本
屆全運會將作出
多項改革，包括
史上首次不設金
牌榜，眾多項目
允許普通群眾通
過選拔報名參
加。
2015 年 1 月 26
■女排名將魏秋月（前左）任全 日，中央紀委監
運形象大使。
新華社 察部網站公佈了
《中共國家體育
總局黨組關於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其中最受關
注的一點是：取消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獎項的評
選，對全運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只公佈比賽成績
榜，不再分別公佈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
名。
另外，本屆全運會還有 19 個大項設立了群眾體
育比賽項目。在今年 4 月底舉行的全運會馬拉松比
賽中，群眾組男子全程冠軍是山東省選手運艷橋，
他因此成為全運會歷史上首位群眾組冠軍。游泳比
賽將在 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及 100 米蛙泳 3
個項目，允許業餘選手通過資格賽達標後晉級決
賽，與專業運動員同場競技。本屆全運會的足球比
賽還將新增「男子足球城市組」的比賽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周繼紅：世錦賽為新周期鍛煉隊伍

全運新思維
設群眾參與項目

粵羽承諾盡快解決欠薪問題
林丹微博追討欠薪事件引發國內外傳媒關注。
廣州粵羽羽毛球俱樂部董事長兼總經理高軍在接
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本周內將支付運動員和
教練員的 50％薪金，但林丹除外，因為他的工
資數目「太大了，一下也沒法拿出來」。據悉，
林丹上賽季的羽超薪酬高達 400 萬，另一位被林
丹追債的當事人付迅表示，會盡快解決問題：
「就算我砸鍋賣鐵也要盡快把這筆款支付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張劍指申辦世盃是國家工程

■楊健力壓奧運冠軍
陳艾森、林躍稱雄
10米台。
新華社
■施廷懋奪女子 3 米
板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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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在長沙出席 2017 世界足球論壇的中國足協常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張劍表示：「（中國）申辦世
界盃可以說是遲早的事情，因為它是白紙黑字寫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進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但是具體
申辦哪一屆世界盃，要根據各個方面的綜合情況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來判斷，同時申辦世界盃也是一個國家工程，不
是中國足協一家能夠決定的事情，我們會根據形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勢的發展，審時度勢認真研究這件事情。」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甲一男籃 遊協遭東方虐殺■新華社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昨晚假修頓室內場館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上演兩場賽事。遊協繼首兩場分別不敵南華和永
倫後，昨再以 62 : 104 慘敗在東南亞職業聯賽冠
巨 星 獻 技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軍東方龍獅手下，聯賽開賽三戰遭本地籃壇「三
■出席 2017 世界足球論壇的世界巨星昨走進長沙麓山國際
實驗學校，和學生們互動交流。圖為前巴西國腳卡路士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巨頭」虐殺。該場比賽，遊協的廖慧森取得全隊
最高的 14 分，而東方球員鍾俊昇則個人獨得 19
（左）與小球員「比試」盤球。
新華社
分。昨晚另一場比賽，永倫以 102：90 輕取飛
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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