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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籍教練布魯諾在2015年9
月出任中國女足主帥。在他

執教兩年多時間，有兩大亮點令
人印象深刻——他率隊於2015年
底在客場1:0力克世界盃冠軍、終
結了美國隊自2004年以來在主場
總計104場不敗的紀錄；隨後在
2016年奧預賽殘酷的「6選2」競
爭中，他率隊擊敗越南、日
本、韓國，賽和朝鮮及澳
洲，帶領「鏗鏘玫瑰」時隔8
年重返奧運會。

前隊長孫雯任助教
中國足協對於布魯諾的貢
獻給予充分肯定，並在聲明
中表示，為了進一步適應隊
伍發展需要，實現進一步提
升，對教練組進行了積極調
整。「布魯諾帶領女足國家
隊取得了良好成績，為中國
女足發展作出了貢獻。中國
足協對其付出的努力和成績
表示真誠感謝。鑑於其豐富
的執教經驗和繼續幫助中國
女足進步的良好願望，布魯
諾先生將發揮技術專家和顧
問的作用，繼續參與中國女
足相關工作。」
對於為何選擇埃約爾松擔
任國家隊主力隊的主教練，

足協介紹，他曾任冰島技術部教
練員培訓總監，及冰島女足國家
隊主教練，並於2011年率冰島女
足獲得阿爾加夫盃亞軍。此外，
他還曾執教冰島、挪威男子職業
球會，執教經驗豐富，而且還曾
執教中國女超球會並取得佳績。
足協又介紹，「經過中國足協

技術委員會的評估和面試，得到
足球專業人士的認可。原女足國
家隊隊長孫雯將加入教練組，出
任助理教練並兼任副領隊。」此
外，黃隊將由本土教練員裴恩才
擔任教練組組長。足協介紹，裴
恩才曾在多支職業球會擔任主教
練，具有豐富的教練員經歷。教

練組成員還包括擁有女足執
教經驗的教練員張海濤、范
運傑以及李志高。

望快重返世界強隊
對於這次「雙軌並行」模
式，足協介紹，這是為進一
步貫徹《中國足球改革發展
總體方案》，早日實現「女
足重返世界一流強隊行列」
的目標，把握機遇推動女足
快速穩定發展，同時完成好
東京奧運會等國際大賽的備
戰參賽任務，打造和儲備更
多女足優秀人才，「其中，
紅隊作為主力隊伍，將代表
國家參加各類國際賽事，黃
隊作為預備隊伍，重在儲備
人才，提高運動員技戰術水
準，擴大國家隊選材面。兩
隊獨立運行、獨立訓練，在
相互競爭中實現相互促
進。」 ■新華社

中國足協日前宣佈，為完成好東京奧

運會等大賽任務以及儲備人才等方面需要，

決定採用組建國家隊紅隊(主力隊)和黃隊(預備隊)的

「雙軌並行」模式，並在此基礎上，原國家隊主教練布

魯諾將改任顧問，已帶隊開始集訓的冰島籍教練埃約爾松出任國

家隊主力隊的主教練，孫雯出任助理教練。
統計來看，「鏗鏘玫瑰」近10

年來六度換帥，平均每一位主教練
執教時間不到兩年，換帥的頻率已堪比男足。
那麼，一年前還是奧運功臣的布魯諾為什麼會
下課？
儘管接任的冰島籍主帥埃約爾松，在世界盃

等大賽上執教成績不如布魯諾，但在進入東京
奧運會的備戰周期後，布魯諾受到了「訓練水
準不高」的質疑聲。
在今年唯一一項世界關注度較高的女足賽阿

爾加夫盃上，中國女足取得第十名的成績，比
起兩年前的墊底戰績，沒有太多提高。此後在
內地的女足邀請賽中，布魯諾據介紹依然傾向
於按照他的計劃，不與實力較強的對手交鋒，
而足協認為這與中國女足接下來將要肩負起的
大賽任務和想要衝擊的目標，有一定差距。
據中國足協的聲明，中國女足的工作，接下

來將繼續貫徹總體方案，並有四個目標和任務
要去努力，分別是——早日實現「女足重返世
界一流強隊行列」的目標，把握機遇推動女足
快速穩定發展，同時完成好東京奧運會等國際
大賽的備戰參賽任務，打造和儲備更多女足優
秀人才。
那麼「調整」布魯諾，應該是中國足協認為

布魯諾現階段的工作方式無法實現這些目標。
■新華社

「體」分析

無法實現目標
布魯諾下課

中國體育價值榜系列榜單——第四期
中國運動員傳播影響力榜日前在北京發
佈。游泳運動員孫楊、圍棋運動員柯潔
和乒乓球運動員張繼科分獲榜單前三
位。此外寧澤濤、朱婷、傅園慧和周琦
等名將入圍前十。

「第四期中國運動員傳播影響力榜」
數據統計周期為2016年8月6日(里約奧
運會開幕)至2017年9月8日(全運會閉
幕)。納入本期榜單的運動員包括：天津
全運會各運動項目前三名獲得者、里約
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運動員、札幌亞

冬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成員、男籃男足等
內地職業聯賽各球會運動員、各運動項
目國家隊運動員(含統計周期內有關運動
項目的國家集訓隊)、其他知名運動員。
據了解，該影響力榜基礎榜單主要從

運動員個人情況、運動成績、媒體曝

光、社交媒體曝光四大方面統計數據，
各個方面設立了不同的參數。上述統計
數據最後按照一定權重比例進行綜合計
算，得出初步排名結果。基礎榜單產生
後，主辦單位邀請來自體育界、傳媒
界、學術界等各領域專家，組成專家評
審委員會，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則，從專
業角度對榜單進行評審、修改和完善，
產生最終影響力榜單。
中國體育價值榜由中國體育報業總社

發起並主辦，中國體育報業總社新媒體
中心執行，旨在從新聞傳播等各角度，
通過大數據採集分析與統計學科學算法
相結合，生產並推出包括「中國運動員
傳播影響力榜」等在內的一系列體育專
業排行榜，為國內體育產業發展提供客
觀參考，並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中國運動
員的精彩表現。 ■新華社

中國運中國運動員傳播影響力榜 孫楊登頂

儘管史堤芬居里昨
日在NBA常規賽因傷
未出賽，但勇士還靠
第3節淨勝13分的表
現奠定勝基，在主場
以110:100擊敗魔術，
奪下7連勝。
此役上半場打完，

雙方以 56:56 戰成平
手。不過下半場一開
始勇士就打出12:2攻
勢拉開雙位數差距，

在魔術遲遲未能回應的情況下，在比賽剩下5分23
秒時拉開21分差距，就此分出勝負。
史堤芬居里因為右大腿挫傷缺陣，勇士總教練卡爾

賽後說：「如果是季後賽，他會上場，但他還相當痠
痛。這個時候讓他休息，是不用考慮的事情。」
在史堤芬居里缺陣的情況下，杜蘭特交出21分、

7個籃板及8次助攻成績，格連攻下20分傳出5次助
攻，基利湯遜攻下15分傳出5次助攻。基利湯遜賽
後說：「我們的陣容深度很不可思議，讓我們能連
續3年闖進總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NBA常規賽周一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巫師 110:92 帝王

紐約人 101:104 騎士

鵜鶘 106:105 鷹隊

公鹿 110:103 灰熊

爵士 98:109 木狼

太陽 93:100 湖人

拓荒者 99:82 金塊

快艇 105:109 76人

勇士 110:100 魔術

NBA常規賽周三賽程
(本港時間周四開賽)

主隊 客隊

鷹隊 對 帝王

熱火 對 巫師

紐約人 對 爵士

灰熊 對 馬刺

鵜鶘 對 速龍

黃蜂 對 騎士

雷霆 對 公牛

公鹿 對 活塞

○拓荒者 對 魔術

●湖人 對 76人

註：LeSports HK app○11:00a.
m.及●11:30a.m.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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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芷穎今港壁賽鬥歐詠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2017國泰航空新

鴻基金融香港壁球公開賽外圍賽日前完成， 港隊
小將湯芷穎以局數3:1擊敗隊友朱玟懿晉級女單主
賽圈賽事， 將於今日舉行的首圈賽事迎戰另一本
地球手歐詠芝。而昨日舉行的首日首圈賽事， 廖
梓苓以0:3不敵女單衛冕埃及的蘿雲歌雅，而於上
屆首度打入男子四強的李浩賢則以2:3不敵前世界
第一埃及的蘇奧巴治。

拿度膝傷退出ATP年終賽
網球男子單打世界球王拿度昨日帶着膝傷拚戰

ATP年終賽，無奈傷勢讓這位西班牙球手苦戰3盤
後以1:2敗給比利時球手哥芬，並在賽後決定棄
賽，無緣這座生涯獨缺的大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奧蘇利雲改今出戰大師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昨日，

2017上海桌球大師賽進入第二天的較量，由於奧
蘇利雲與梅菲在英國時間12日晚間爭奪冠中冠的
冠軍，因而無法參加原定昨日晚間舉行的首輪比
賽，為此，賽事組委會作出調整，將其首輪時間延
期至今日上午。

杜奧巴確認明年掛靴
前英超車路士中鋒杜奧巴昨日宣佈，將於2018

年球季結束後掛靴；39歲老將杜奧巴今季効力美
國次級聯賽球隊Phoenix Rising，上陣14場，射入
10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短訊

■■游泳運動員游泳運動員
孫楊孫楊。。新華社新華社

■■圍棋運動員柯潔圍棋運動員柯潔。。法新社法新社

■■杜蘭特上籃杜蘭特上籃
得分得分。。美聯社美聯社

■■孫雯出任助理孫雯出任助理
教練教練。。 新華社新華社

■■布魯諾布魯諾((右右))改改
任顧問任顧問。。新華社新華社

■■冰島籍教練埃約冰島籍教練埃約
爾松爾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韓毅 重慶報道）昨
晚，中國國家男足在重
慶與南美洲勁旅哥倫比
亞國家隊展開熱身賽，
最終以0:4不敵對手。
上半場，哥倫比亞體現
出強隊水準，開場第5
分鐘就取得入球；哥倫
比亞通過流暢滲透取得
入球，帕爾多在禁區右
側低射破門。戰至61分鐘，哥倫比亞隊員半場長
傳，皮球穿透國足兩人後防線，準確找到巴卡，後
者拿球後擺脫國足防守隊員射入，國足以0:2落
後。5分鐘後，博爾哈禁區線附近重炮轟門得手，
國足以0:3落後。博爾哈完場前再攻入一球，最終
助哥倫比亞以4:0擊敗國足。

國足友賽哥倫比亞吞國足友賽哥倫比亞吞44蛋蛋

■■國足前鋒武磊突破哥倫
比亞隊防守。 韓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