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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駿宇揚威美國
世界挑戰賽分站奪冠

中超廣州恒大中場核心保連奴近日確認，他收到西甲巴塞羅那的
加盟邀請，他的經紀人目前正與對方商談。不過保連奴想離開恒大
絕非易事，恒大主帥史高拉利表明保連奴不會離開，他的解約金是
四千萬歐元，而且受中超引援新政策影響，球隊不會放走核心球
員，因為要彌補他的空缺是困難的，並要花很多錢。
■保連奴為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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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塞這樣
的球會邀請我
感到開心，這對
我來說是無價之
寶。」
2015 年 ， 保 連 奴 以
1400 萬歐元的身價從英超
熱刺加盟廣州恒大，此前他在英
超兩季獲得了67次出場機會。在中
超，28 歲的保連奴出場 87 次攻入 25
球，在巴西新帥堤迪麾下，他已經成為
一名關鍵球員，今年早些時候對陣烏拉圭
的世界盃南美洲區外圍賽，他曾上演了帽
子戲法。

■ 方駿宇
方駿宇((中) 奪得
冠軍。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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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車手方駿宇
揚威美國！27 歲的方駿宇昨日在 Pirelli 世界挑戰賽
創造歷史，於著名的美國威斯康星賽道舉行的第四
回合分站排頭位兼奪得冠軍，成為首位在該賽事奪
冠的華人車手。
代表 Bentley Team Absolute 出賽的方駿宇取得
這項歷史性成就後表示心情興奮：「在威斯康星著
名賽道 Road America 奪冠是我兒時的夢想，能夠
成為首個贏得 Pirelli 世界挑戰賽的華人更是深感榮
幸。小時候在遊戲機中一直以 Road America 這條
經典賽道練習，能親身在這賽道出戰已是夢想成
真，今次可以在這裡奪冠更是夢寐以求的事，所以
真的十分開心。」這名前 F1 實習車手在今場比賽
更做出了最快圈速，因此在第五回合賽事亦將會排
頭位出戰，有望爭取連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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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中超外援新政難放人
連奴說：「現在(巴塞)正和我的經紀
人接觸，我收到了邀請，確實是真
的。雙方正在商談，我很驕傲像巴塞羅那
這樣的偉大球會對我有意，現在還沒談到
價格。」這位巴西球員不確定加盟巴塞是
否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益。廣州恒大目前
或許是最適合他的。
保連奴接下來又強調，自己在中國很開
心，「至少我現在認為，我和妻子在中國
的生活非常開心，我喜歡這裡和這裡的人
們，而且球會對我有信心，成績也不錯。
我獲得了中超、亞冠還有足協盃的冠軍，
因此，我真的不知道如何選擇。我也同樣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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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主帥史高拉利顯然得悉保連奴被挖
角，言談間不願割愛：「保連奴不會離開
廣州恒大，他的解約金是四千萬歐元。」
隨即，史高拉利就恒大不會讓保連奴離開
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就目前而言，讓中
國球隊放走一名核心球員並非易事，因為
在新的引援政策下，我們要想通過引進新
球員來彌補核心球員離隊不僅很困難，而
且也不得不支付一筆相當昂貴的費用。」
顯然，在中超外援新政的影響下，即便
巴塞羅那真的有意引入保連奴，本賽季志
在「四冠王」的廣州恒大和史高拉利都很
難讓球隊的絕對核心離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艾歷臣建議朗尼踢中超

寧澤濤今年首秀 達全運會標準後退賽
■寧澤濤在比賽
後。
新華社

■中國游泳名將
寧澤濤。新華社

2017 年全國夏季游
泳錦標賽暨全運會預
選賽昨日在江西贛州
進行。中國游泳名將
寧澤濤當日上午在男
子 100 米自由泳預賽
中 以 49 秒 67 的 成 績
順利達標，下午離開
了贛州，退出決賽。
一年來，寧澤濤先
後因私接廣告代言、
里約奧運會戰績不佳、被國家隊開除等各種
事件被推上風口浪尖。本次比賽是寧澤濤今
年恢復訓練後的首秀，這次他正式代表河南
隊出戰。日前，寧澤濤由於在澳洲外訓運動
量較大，腰傷復發，放棄了男子 100 米蝶泳
的比賽。
在昨日上午的男子 100 米自由泳預賽中，
寧澤濤最後一組出場，以49秒67的成績位居

預賽第一，晉級決賽。賽後，寧澤濤向「粉
絲團」揮手，但並沒有接受任何媒體採訪，
直接進入熱身池進行放鬆。其間，河南隊領
隊與其進行了簡單交流。領隊告訴中新社記
者，寧澤濤腰部仍有不適，預賽中應該是有
所保留，畢竟恢復訓練時間不長，這也是為
了防止加重傷病。當時，領隊對於寧澤濤會
否參加晚間的決賽並未明確答覆：「應該
吧……這個要看運動員個人的感覺。」
當日下午，寧澤濤決定退出決賽，並發佈
「我們天津見！」的微博：「不忘初心，不負
光陰！感謝包粉的一路支持陪伴，謝謝你們為
我加油鼓勁！大家注意安全，我也會保護好自
己的身體。我們天津見！」從成績來看，全運
會男子100米自由泳項目標準為52秒30，寧澤
濤已經獲得全運會該項目參賽資格。
河南隊教練張鵬對中新社記者說：「寧澤
濤之前很長時間沒有恢復(訓練)，我覺得他很
努力，今天的表現很不錯。」
■中新社

談體育園興建工程
楊德強：監督不能鬆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潘志南）政府體育
專員楊德強昨日出席保
良局與香港青年聯會合
■楊德強
楊德強((右)與霍啟山在 辦的「回歸盃足球邀請
賽暨嘉年華」時表示，
活動上合照。
活動上合照
。
啟德體育園雖然獲得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
但之後的監督興建工程，絕不能有所鬆懈。
楊德強稱：「獲得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是啟
德體育園整個工程踏出的第一步，之後七月中旬政
府就會進行體育園招標，目前進度合乎時間表，希
望順利在 2018 年中選出中標公司，期望它們可以
在明年下半年展開工程，亦能在 2022 年竣工並於
同年年底啟用。監督興建工程按時進行，避免因工
程延誤，這點我們將十分看重。」
而同樣出席活動的香港足總董事霍啟山亦欣喜體
育園獲財委會通過撥款，他指出下月舉行的英超挑
戰盃門票火速售罄，加上早前熱刺訪港，兩項活動
反應叫好；如今體育園獲得通過撥款興建，這可配
合到香港市民對體育活動的需求。此外，中聯辦青
年工作部楊成偉副部長昨日亦擔任活動嘉賓；他讚
揚香港社會各界用不同方式慶祝香港回歸。

短訊

■朗尼在
曼聯只任
後 備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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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尼在英超曼聯已經淪為後備，但周薪 30 萬
英鎊的他卻始終不願降薪走人，而朗尼在英格蘭
國家隊的恩師艾歷臣則建議他，可以考慮來中超
踢球。
艾歷臣曾執教英格蘭國家隊，正是他把年僅
17 歲的朗尼首次召入國家隊。艾歷臣在 2013 年
來到中國淘金，先後執教過廣州富力、上海上
港、深圳佳兆業等球會，可以說對中國足壇已經
比較熟悉。眾所周知中超可以為朗尼提供比在曼
聯時更高的薪水，而艾歷臣還指出，來中國生活
並沒有很多歐洲球員想像的那麼困難。
艾歷臣表示，「我聽很多人說，來中國對外國
人不是個好去處，但這種看法並非事實。我在中
國就從來沒有遇到過問題，雖然這裡和歐洲存在
文化差異，但如果你生活在上海的話，簡直就像
是生活在倫敦。」艾歷臣還談到了中國的足球水
平，「中國足球的水平不錯，也許國家隊不如球
會，但問題正在得到解決。中超球隊在亞冠賽場
上和其他國家球隊的較量中成績良好。在未來15
年內他們肯定會成為足球大國，而朗尼的到來將
能加快中國足球的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秦凱 何姿完婚

諶龍澳洲羽賽男單失冠
2017 年世界羽聯超級系
列賽澳洲公開賽昨日展開決
賽爭奪，諶龍在男子單打決
賽裡發揮欠佳，他抵抗了46
分鐘以 20:22、16:21 連失兩
局敗給印度的斯里坎斯屈居
亞軍。至於鄭思維/陳清晨
在先失一局後連扳兩局，他
們以 2:1 擊敗印尼的喬丹/蘇
■諶龍只得亞軍
諶龍只得亞軍。
。
桑托拿到混雙冠軍。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丁寧中國乒賽連奪兩冠
2017 年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中國公開賽昨日在
成都展開決賽爭奪，中國隊拿到兩項冠軍。國手丁
寧先失一局後連扳四局擊敗另一位國手「黑馬」孫
穎莎奪得女單冠軍；同時，丁寧還搭檔劉詩雯贏得
女雙冠軍，她們在決賽以 3:1 戰勝另一國家隊代表
陳夢/朱雨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張敬樂全國公路賽封王
香港「亞洲車神」張敬樂日前出戰全國公路單車
錦標賽，以 48 分 57.181 秒力壓其餘 36 名全國選
手，獲得冠軍。張敬樂賽後表示：「今次贏到個人
計時賽冠軍增強了自己信心，對全運會備戰很有幫
助，目前會繼續努力備戰全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