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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經過2個多月的間歇期，亞冠盃淘汰
賽再次開打。今晚，本輪淘汰賽首輪比
賽，來自阿聯酋聯賽的艾阿恩將坐鎮主
場，迎戰沙特聯賽球隊希拉爾。值得注意
的是，8支球隊分別只來自4個國家，其
中，東亞的四支球隊將分別上演國內打吡
戰。8支球隊將分別爭奪所在賽區的準決
賽名額，進行新一輪的比拚。
由於亞冠8強的抽籤對陣不設種子隊，

且無「國家保護」原則，即無小組避讓原
則，是一次完全公開抽籤，東西亞分開抽
籤。也就是說，亞冠8強抽籤完全採用隨
機的方式，最終，艾阿恩VS希拉爾、
柏斯波利斯VS吉達艾阿里、上海上
港VS廣州恒大、川崎前鋒VS浦和紅
鑽，隊名列前的球隊先打主場，隊名在
後的球隊後打主場。
由於東亞區上演中日兩國各自國內的打

吡，意味着該賽區將最終上演中日對抗，
爭奪最終一個決賽名額。而西亞區是沙特

和伊朗之間的混戰。根據亞足聯的安排，
第二回合在9月12/13日進行；準決賽則
安排在9月26/27日，以及10月17/18日
進行；最後的冠亞軍決賽則定於11月18日
以及11月25日進行。值得一提的是，從
1/4決賽開始，亞冠將引進
門線裁判，隨後將逐步推
廣到亞足聯盃、U-23亞
洲盃，最終2019年的
亞洲盃也將使用門
線裁判。

亞冠戰火重燃 中日演國內打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R&F富力
第二年角逐港超聯，並獲主場比賽權，以建
成有五十載的廣州燕子崗球場作主場。
該球場可容2,000球迷，港超賽事暫時接
納每場1,000球迷入座。記者勘察球場發現
草皮欠佳、場地凹凸、設備破舊簡陋，燈光
陳舊不合夜賽標準，單面看台但沒有上蓋日
曬雨淋，球隊及球證的更衣室不足。
位於廣州河南的燕子崗球場，被譽為廣州南
派足球聖地，建立半個世紀，目前為廣州少年
足球訓練基地。廣州富力副董事長黃盛華指
出：「將『執一執』燕子崗，修整更衣室、疏
散通道及小賣部等，以符合足總的要求。」
富力提供200張門票予香港前來觀戰的球

迷，定價每張50元人民幣。記者目測場內座
位只有千個而已。富力暫時限一千人入場預
計800百富力球迷及200客隊球迷就爆柵
了。黃盛華解釋：「今年是國家的『大年』，比
較關注治安問題，將視乎上半季情況，下半
季或開放予更多球迷入場。因為港超富力剛
好在中國聯賽休戰期仍有賽事，可以提供廣
州球迷轉睇港超，免餓波之苦亦保持睇富力
足球的延續性！」
香港球迷如要北上為愛隊打氣，單是車費已

用上300元，港穗鐵路往來共花上六句鐘。
香港球隊作客內地對上已是十年前，當

年南華客場東莞球場勝聯華紅牛，提前奪
聯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曹星如以一
雙拳頭打出香港奔向世界，不過，然後呢？
「神奇小子」的故事需要繼承者，林海明及
潘啟情只是起點，劉志遠希望打造屬於香港
的拳擊「兵工廠」，讓觀眾們可以繼續見證
擂台上的香港奇蹟。
曹星如令劉志遠成為香港拳壇最成功的經
理人，而劉志遠亦成就了曹星如的成名之
路，這對最佳拍檔合力書寫出香港拳擊界最
神奇的故事。不過劉志遠坦承，在香港要再
培育出另一個世界級拳手困難重重：「曹星
如是一個特別的例子，他自小已在家人開設
的拳館中耳濡目染，有了基礎之後再訓練就
事半功倍，但大多數香港拳手都是17、8歲
開始接觸拳擊，起步遲，局限了他們的發
展，不是香港拳手不夠好，是環境不容許他
們全情投入。」

從三百觀眾身上看到希望
即使幸運地遇上了曹星如這般有潛質的拳
手，「神奇小子」故事之初充斥的只是挫折
與困難，劉志遠憶述為曹星如籌備首場比賽
時，所面對的委屈至今仍是忘以忘懷：「那
時候大家只覺得曹星如是一個性格很乖巧的
年輕人，很疼愛他，但卻多少也有些看不起
他，我要出盡所有面子和人情，去哀求別人
來看他的比賽。」
那場比賽有3百人入場，劉志遠虧蝕了40
萬元，但他從中卻看到了希望：「為準備這場
比賽，曹星如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訓練，那一
晚他在擂台上有脫胎換骨的表現，贏得了觀眾
發自真心的掌聲，亦為自己贏得了尊重。」
曹星如的頭四場比賽蝕足三場，剩下的一
場平手離場，看似吃力不討好，但劉志遠卻

甘之如飴：「由第一場
3百人到現在的8千人，
每次曹星如比賽我都依
然一樣的感動，看到觀
眾們為拳手瘋狂歡呼打
氣，他們面上表情是錢換不到的。」

為旗下拳手提供全面支援
曹星如現時的成功當然為劉志遠及其拳館

的投資帶來回報，不過劉志遠卻拒絕「食老
本」，而是冒更大的風險投資在新人身上：
「我不是在做什麼偉大的事，拳擊是我的事
業，我希望拳擊在香港發展得更好，不能因
曹星如退下來，香港就沒有了拳擊。」
劉志遠的拳館Def Boxing現時除為旗下拳

手提供一切訓練所需，包括拳擊、體適能教
練以及物理治療師外，更提供拳擊教練的工
作，讓拳手們可以專注拳擊而不用擔心生
計，而所有資金均是由拳館自給自足、沒
有外界協助。
林海明及潘啟情目前就是在這

個相對完善的環境中訓練以準
備10月舉行的大戰，劉志遠表
示自己挑戰拳手並不看重能力
或技術，對拳擊的熱愛才是首
要：「林海明及潘啟情或許
不是最有天分的拳手，但他們
對這項運動的愛是無庸置疑，
只有你真正愛上拳擊，你才能從
挫折中重新站起，和在最困難的環
境堅持下去，香港拳擊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不過我相信我們正朝着正確的方向
走下去。」

曹星如將於10月主場挑戰前世界
冠軍河野公平，勢成為全城焦

點，同場出戰的尚有他的兩位師弟
師妹潘啟情及林海明（Sandy）。

一張宣傳海報改變命運
24歲的林海明是本地寥寥可數的

職業女子拳手，從外表而言萬萬想
不到這位弱質纖纖的女生竟已練習
拳擊有8年之久，沒有從小立志要稱
霸擂台之類的偉大故事，林海明投
身拳擊運動只是源於康文署一張宣
傳海報：「我自小已喜歡運動，但
從沒想過要當運動員，16歲時只是
看到康文署拳擊班的海報，覺得沒
有其他女生會參加，很特別很
『型』，所以就去試試看。」
糊里糊塗地戴上拳套，林海明坦

言自己從沒被看好：「我身形很
瘦，教練都說我沒天分。」想不到
這位被評為「姐手姐腳」的小女生
卻成為香港代表，林海明笑言自己
非常幸運：「在香港打拳擊的女生
很少，基本上只有我在堅持，所以
就選了我出賽。」

自費赴台灣 寧波訓練
面對實力高上數籌的台灣拳手，

林海明在比賽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但卻因此和對手成為好友，對方更
邀請她到台灣一起集訓，剛完成公
開試放假的林海明表示決定到台灣
是她拳擊生涯的第一個轉捩點：
「訓練很辛苦但很開心，被一起訓
練拳手的熱血所感染，感覺人生中
第一次聽到夢想這回事。」
奈何香港根本沒有可以讓她追夢

的基礎，「想當女子職業拳手」在
旁人眼中更似是逃避現實的藉口，
沒教練、沒場地、沒支援的林海明
只能以自己方式繼續堅持。從沒向
家人要求財務援助的她同時要兼顧
學業及拳擊，更利用自己兼職賺來
的金錢自費到外地訓練：「那時我
『盲樁樁』，自費去了泰國學拳一
個月，錢用光了就回來香港。之後
有人跟我說學拳擊應該去菲律賓，
我在網上搜尋資料時意外發現有三
位代表國家出戰奧運的女拳手均是
來自寧波，我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態
打電話去試試，結果對手很爽快就
答應讓我去隨隊訓練，順利得令我
以為是電話騙案，哈哈！」
在內地，林海明過着軍訓般的艱

苦日子，不過同時她亦見識到要訓

練出好拳手，背後需要大量設施及
團隊支援。為了自己的拳擊夢，已
升上大學的她當時更決定休學半
年，即使後來回港，林海明亦珠海
香港兩邊走，一邊繼續拳擊訓練一
邊上學。

媽媽默默支持最懂愛女心
看到愛女如此奔波勞碌，家人擔

心之情可想而知。但林海明表示母
親從沒反對過自己追求夢想：「媽
媽很矛盾，她不了解這個運動，但
知道我為拳擊付出了很多，知道我
開心過亦傷心過。事實上我當初接
觸拳擊時一直瞞着家人，直到三年
後才被發現，我亦曾邀請過媽媽來
看我打館內賽，不過比賽後卻發現
她躲了進洗手間不敢看。」
林海明的堅持令她得到了10月在

主場8千名觀眾面前比賽的機會，可
惜母親已因病離開人世，成為Sandy
心中無法彌補的遺憾。
付出無數的金錢與青春，林海明

的努力終於得到回報，她對拳擊的
熱愛與曹星如經理人劉志遠一拍即
合，後者邀請她加盟Def Boxing成
為旗下拳手，提供金錢及訓練上的
支持，苦盡甘來林海明現在終於可
以成為真正職業拳手。不過她從沒
後悔以前所走過的冤枉路：「自從
我開始愛上拳擊之後，我對其他任
何東西都沒有興趣，以前我感覺這
條路上我很孤獨，現在我有一個團
隊和我並肩作戰，我知道自己沒有
選擇錯。」

10月主場作戰享受拳擊
找到好「歸宿」不代表林海明的

拳擊之路會比較輕鬆，大病初癒的
她需要接受更有系統更嚴格的訓
練，但多年來漂泊的拳擊生涯令林
海明更珍惜現在，亦更能體驗拳擊
所帶來的樂趣：「職業賽我只打過
兩場，一勝一負，以前我將結果看
到太重，現在我最希望的是在擂台
上發揮應有水平，好好去享受拳
擊。」
心態愈趨成熟，不過初衷卻未曾

變改，林海明笑稱自己的終極目標
是挑戰更多「不可能」：「我決定
成為職業拳手時，就希望有一天能
夠成為世界冠軍，到現在這仍然是
我的夢想，我相信只要你肯努力，
擂台上沒有什麼不可能。」

富力內地主場簡陋
200門票予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在香港賣座電影《激戰》中，

主角張家輝有一句經典對白「怯，你就會輸一世」，但在香港投

身拳擊運動，即使你不「怯」，燃盡時間青春亦未必可以成為另

一個曹星如。即使背負如斯風險，但仍有「傻瓜」們願意一頭栽

進職業拳壇的大門，誓要將香港拳擊的「神奇」故事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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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恒大（（紅衫紅衫））將與上港在亞冠賽場上演中國打吡將與上港在亞冠賽場上演中國打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志遠希望培養更多的香港拳手劉志遠希望培養更多的香港拳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林海明要挑戰不可能，立志成為世界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拳擊路上更多的拳擊路上更多的
是挫折與失意是挫折與失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對拳擊的熱愛令林海明一直堅持對拳擊的熱愛令林海明一直堅持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R&FR&F富力港超主場──廣州燕子崗球場富力港超主場──廣州燕子崗球場。。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林海明外表纖纖弱質林海明外表纖纖弱質，，卻有卻有
一顆堅強的內心一顆堅強的內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