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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田徑劍指東京奧運
力爭成績超越里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亞冠盃分組賽昨日在馬來西亞亞洲
足協總部完成抽籤，身處 E 組的上屆港超冠軍傑志，將與上屆韓職
冠軍全北現代，以及兩支外圍賽晉級球隊同組；而另一支港超球隊
東方龍獅要躋身分組賽，則要先過越南球隊清化及水原三星兩關。

憑着上季港超聯冠軍身份，首次出戰亞冠盃分組賽的傑志
被抽入 E 組，同組有上屆韓職冠軍球隊全北現代。同組

另外兩隊均需以外圍賽決定，其中一隊有可能是日職季軍或殿
軍(視乎大阪櫻花能否贏得日本天皇盃)；另一隊則最有可能是
港將基藍馬効力的中超球隊天津權建。
全北現代是韓國最成功的球會之一，最為人熟悉的是前韓國
國腳李東國，這位 38 歲的前鋒於 2016 年曾助全北成為亞冠盃
冠軍，除此之外金敏載及金珍珠等亦是現役國腳，預計將是傑
志晉級的最大阻力。傑志主帥朱志光表示，亞冠盃沒有弱的對
手，每一場均是硬仗，不過傑志為今屆亞冠盃已經準備了很
久，有信心可以表現出香港足球的實力：「上季我們在外圍賽
作客蔚山現代不落下風，而蔚山亦是韓國足總盃冠軍，希望球
員知道我們有力一拚，無論面對任何對手都不能失去信心。」
而出戰亞冠盃外圍賽的東方龍獅將會於第二圈遇上上屆越南
聯賽亞軍清化，如能勝出則會作客韓國球隊水原三星，連過兩
關後才可晉身分組賽；上屆亞冠盃東方與水原三星同組，主客
兩戰皆北最終無緣出線，如今屆亞冠盃東方能躋身小組賽，對
手將是FC悉尼、上海申花及鹿島鹿角。

恒大：認真打好每場比賽
至於中超將有 4 支球隊出征亞冠盃。中超冠軍廣州恒大和足
協盃冠軍上海申花直接進入小組賽，中超亞軍上海上港和季軍
天津權健則需要參加附加賽，如果能夠取勝，將進入小組賽的
爭奪。其中，恒大與日本天
皇盃冠軍、濟州聯、武里南
聯三隊同分在 G 組。抽籤結
束後，恒大會方表示：「能
夠參加亞冠的隊伍都是強
隊。恒大尊重每一個對手，
要充分準備，認真打好每場
比賽。」

■競走是中國田徑傳
統優勢項目。
統優勢項目
。 中新社
2017 年全國田徑工作會議昨日在福建泉州召開，
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于洪臣在會間接
受採訪時表示，中國田徑將力爭在東京奧運會參賽成
績上全面超越里約奧運會。
2016 年里約奧運會中國田徑隊共有 60 名運動員參
加了 23 個小項的比賽，最終收穫 2 金、2 銀、2 銅。
在獎牌榜上排在美國、牙買加、肯尼亞之後，位居獎
牌榜第四位，總分榜第五位，創造了中國參加奧運會
以來田徑項目的最佳戰績。
「在新的周期，我們提出了全面超越里約奧運會成
績的目標，這個目標實際包括幾個層面，一個是在參
賽項目數量上全面超越，里約奧運會上我們參加了
23 個小項，現在奧運會田徑項目共有 48 個小項，我
們的目標是力爭全面參賽。另外在前八名、獎牌、金
牌的成績方面我們也要樹立全面突破、全面超越(里
約奧運會成績)的信心和決心，目標的確立是基於上
一個奧運周期一些項目在成績上的提升，比如我們原
來的傳統優勢項目競走和投擲表現都不錯，現在短跨
跳項目，尤其是跳躍項目呈現上升的趨勢，距離金牌
更近了，所以這個機遇絕對不能錯過。」于洪臣說。
■新華社

■廣州恒大被分
在 G 組。 新華社

丁寧傷癒首度亮相
備戰聯賽為大賽蓄力
■上海申花被抽到
H 組。
新華社

■丁寧
丁寧((左)與隊友李佳源
在訓練中交流。
在訓練中交流
。 中新社

■傑志
傑志((右)以上屆港超冠軍身份
直入亞冠分組賽。
直入亞冠分組賽
。
新華社

國足宣佈李鐵不再任領隊
足壇快訊
■李鐵不再擔任國足領
隊兼助理教練。
隊兼助理教練
。 新華社
中國足球隊官方社交平台昨
日透露，李鐵從本期集訓起不
再擔任國家隊領隊兼助理教
練，此前武漢卓爾已經宣佈李
鐵成為球隊主帥。國足在公告
中表示：「李鐵在國家隊期間

協調教練組做了大量工作、得
到了中國足協和教練組普遍的
認同和肯定，在離開國家隊赴
武漢卓爾俱樂部到任之前，李
鐵也曾專程到中國足協告別。
有情不管別離久，情在相逢終
有期。非常感謝李鐵在國家隊
工作期間所付出的努力和對國
家隊工作的支持與協助，祝福
李鐵在新的工作崗位一帆風
順，繼續為中國足球作出貢
獻！」

「一帶一路」足球賽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日前，「福睿盃」
2017 年 「 七 彩 雲 南 ． 一 帶 一
路」國際足球公開賽在雲南德
宏州芒市開賽。短暫的開賽儀
式後，麗江飛虎隊與東帝汶一
島俱樂部的一場球賽，拉開了
賽事序幕。是次比賽由雲南省
體育局、德宏州政府主辦，已
連續在德宏舉辦了 4 屆，本屆
賽事共有來自柬埔寨、克羅地
亞、菲律賓、老撾、馬來西
亞、泰國、東帝汶、越南、中
國共 9 個國家的 12 支職業隊參
賽，在未來 10 多天將進行 12 場
比賽。

2018年亞冠盃東亞區分組
E 組：全北現代(韓職)、傑志(港超)、外圍賽獲
勝者(中超天津權健參賽)、外圍賽獲勝者
(日職大阪櫻花參賽)
F 組：川崎前鋒(日職)、蔚山現代(韓職)、墨爾
本勝利(澳職)、外圍賽獲勝者(中超上海上
港參賽)

什麼，這個聲明在網上引起熱議，支持者和批
評者爭論激烈。
鄒市明在聲明中又表示，對自己的申訴未
得到 WBO 支持「深表遺憾，深感痛心」。他
在聲明中說：「無論在賽前，還是在賽場上，
總有人暗動手腳，使我遭受了很多匪夷所思的
干擾和壓力，導致嚴重影響了比賽結果。賽
後，我一直保持克制，緘默承受各種非議，至
今都沒有對外界流露隻言片語。」他還特意提
到：「但是，我至今無法理解的是，那是一場
中日國際拳手之間的較量，怎能有人不想我
贏？怎會有中國人在賽前和比賽中間不斷給我
製造麻煩干擾比賽？對此，我至今想不通，很
難受、很憤慨、很無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短訊

G 組：廣州恒大(中超)、天皇盃冠軍(日職)、濟
州聯(韓職)、武里南聯(泰超)
H 組：FC 悉尼(澳職)、上海申花(中超)、鹿島鹿
角(日職)、外圍賽獲勝者(港超東方參賽)

痛失金腰帶上訴遭駁回
鄒市明發聲明：落敗存黑幕
落敗存黑幕
據內地媒體《揚子晚報》昨日報道，痛失
金腰帶，是有人暗動手腳？ 中國「拳王」鄒
市明的一條微博再惹爭議。日前，鄒市明在微
博上發佈一則聲明，稱對自己的申訴未得到世
界拳擊組織(WBO)支持「深表遺憾，深感痛
心」，並且提到「賽前賽場有人暗動手腳」，
「遭受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壓力和干擾」。
事 情 要 從 今 年 7 月 說 起 ， 在 7 月 28 日 的
WBO 蠅量級拳王金腰帶爭奪戰中，鄒市明意
外輸給此前名不見經傳的日本選手木村翔。賽
後，已經 36 歲的鄒市明痛哭宣佈退役。而鄒
市明日前在微博上發表的聲明，再次提及此
事，並且提到「賽前賽場有人暗動手腳」，
「遭受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壓力和干擾」。鄒市
明並沒有在聲明中明確指出「壓力和干擾」是

中國女乒隊長丁寧日前亮相乒超聯賽首鋼隊公開課
暨新賽季主場發佈會，這是這位大滿貫選手因傷退出
2017年世界盃爭奪後的首次公開亮相。
當日的公開課上，丁寧帶領其他隊友進行了雙打
實戰演練。據記者觀察，丁寧目前腳步靈活，技術動
作發揮也很正常，已經看不出腰傷所帶來的影響。期
間她不時指點一下年輕隊員，老隊員的作用顯而易
見。隨後，丁寧又與球迷展開互動，她與球迷組成的
臨時組合最終贏得了「比賽」的勝利。
談及外界關注的傷病情況，丁寧告訴記者，經過一
段時間的休整和治療後，她的腰傷目前已經基本痊
癒，參加高強度比賽也基本沒有問題。但她坦承，傷
癒也不能掉以輕心，接下來征戰乒超聯賽一項最重要
的任務還是防傷防病。
丁寧對記者說，全運會結束後，她一直處於調整狀
態的階段，訓練也不夠系統，因此接下來的乒超聯賽
對於她來說非常重要，她希望通過聯賽把競技狀態恢
復正軌，為明年繁重的世界大賽積蓄力量。■中新社

陳芷澄成首名港將戰LPGA

■中國拳王鄒市
明。
新華社
■香港高爾夫球界精
英陳芷澄。
英陳芷澄
。 法新社

香港高爾夫球界精英
陳芷澄近日在 LPGA 女
子職業高爾夫巡迴賽 Q
School 以總排名第二的
優秀成績完成比賽，取
得 LPGA 全卡資格，繼
續在職業生涯上踏上夢
想之旅。現年 24 歲的陳
芷澄是首位晉身世界最
高水平的女子職業高爾
夫巡迴賽的香港球手，
並將於明年一月底在巴
哈馬展開其新秀賽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陳雨菲後補打羽聯總決賽
本月 13 日至 17 日，羽聯總決賽將在阿聯酋迪拜進
行，女單方面奧運冠軍馬林和今年世錦賽冠軍奧原希
望均宣佈退賽；中國選手陳雨菲和日本選手佐藤冱香
替補參賽。現時女單參賽陣容為：山口茜、戴資穎、
辛杜、成池鉉、拉特查諾、何冰嬌、陳雨菲、佐藤冱
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中國男女冰壺隊迎開門紅
■鄒市明(右)
與木村翔在比
賽中。新華社

2018 年平昌冬奧會男、女冰壺落選賽日前在捷克
皮爾森打響。率先出場的中國女隊在大比分落後的情
況下上演絕地反擊，通過最後階段的連續偷分成功以
7:6 逆轉戰勝東道主捷克隊；中國男隊則以 7:4 輕鬆戰
勝德國隊，同樣取得開門紅。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