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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晨膺羽聯
年度最佳女球員

東亞盃四強足球賽 11 日在日本結束女足第二輪較量。中國隊以 0：1
不敵日本，新帥埃約爾松上任以來中國女足連失 11 球、遭遇四連敗，
一系列失利，令外界開始質疑中國足協此次換帥是否正確。
■ 中國球員李影
中國球員李影（
（左）
在比賽中拚搶。
在比賽中拚搶
。 新華社

■ 中國女足主教練埃
約爾松出席賽後發佈
會。
新華社

據新華社消息，在東亞盃首輪比賽中，中
國女足面對拚搶兇狠的朝鮮隊全場被

動，最終以 0：2 不敵。11 日晚的比賽，新帥
埃約爾松對中場作出調整，用韓鵬和李影替換
蕭裕儀和任桂辛嘗試新陣容。
比賽開始後，中國隊表現明顯好於上一
場，和東道主形成對攻，場面上並不落後，但
率先取得進球的是日本隊。20 分鐘，日本隊
中島依美中場拿球，突破至禁區弧頂直塞中國
隊身後，前鋒田中美南斜插接應，面對門將趙
麗娜左腳冷靜推射得手。上半場，中國隊 0：
1落後。
易邊再戰，中國女足創造出幾次進球機
會，但均沒有把握住，日本隊也未能擴大戰
果。終場哨響，中國女足 0：1 負於日本女
足。
儘管遭遇上任後連
續第四場失利，但冰島
人埃約爾松對中國女足
的本場表現相當滿意。
在賽後記者會上，他
說，中國隊踢得很好，

獲得了一些很好的機會，特別是上半場，「很
高興中國隊有所提高」。他認為，本場首發陣
容變陣起了作用，後防線很牢固，沒有給對方
很多機會。

埃約爾松滿意球員表現
埃約爾松出任中國女足主帥前曾執掌江蘇
蘇寧女足，他成功將這支保級球隊變成一支勁
旅，奪 2017 年足協盃冠軍，同時該隊還勇奪
女超聯賽季軍和全運會女足比賽季軍。11 月
13 日，他正式接替布魯諾·比尼，成為中國女
足新任主帥。
但對於這名新帥來說，過去一個月率隊兩
戰澳洲，結果兩戰皆北。今次再率隊出戰東亞
盃四強賽，不料再連負朝鮮、日本，連同負澳
洲的兩場比賽，中國女足4場比賽丟掉11球僅
射入 1 球。一系列失利，令球迷在擔心女足前
景的同時，也難免對中國足協此次換帥充滿質
疑。
按照賽程，中國女足將於周五挑戰韓國
隊，如果再負於對手，將在東亞盃包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足首發球員
賽前合影。
賽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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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負日本 延續19年不勝
東亞盃四強賽昨在日本東京展開第
二輪爭奪，中國男足（國足）遭遇黑色
4 分鐘，日本的小林悠和昌子源分別於
最後 3 分鐘連入兩球，雖然于大寶在補
時階段12碼破門扳回一1分，但國足仍
以1：2不敵，延續19年抗日不勝。
上半場，比賽持續膠着，國足未能
製造出任何具威脅的攻勢，雙方帶着
0：0 的比分進入休息室。易邊再戰，
國足主帥納比連續換將，張文釗換下蕭
智，賀慣換下高准翼，令中國隊進攻威
脅性大大提升。第 56 分鐘，于大寶錯

失近距離單刀良機；第 84 分鐘，小林
悠為日本隊打破僵局；第 88 分鐘，昌
子源以吊射世界波將比分擴大；全場補
時階段張文釗博得 12 碼，于大寶操刀
命中，最終國足以 1：2 敗北，繼續 19
年不勝日本的尷尬紀錄。
由於國足首輪以 2：2 戰和韓國隊，1
和 1 負的戰績提前退出冠軍爭奪戰。最
後一輪，日韓展開直接交鋒，決出冠軍
歸屬；中國隊將迎戰排名墊底的朝鮮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中國的傅歡
中國的傅歡（
（右）試
圖搶走日本土居聖真腳
下的皮球。
下的皮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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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主場戰ABL 籲球迷打造「藍海」滅「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換上新隊名、增
添新球星，衛冕東南亞職
業籃球聯賽（ABL）的香
港東方，今晚將在本賽季
首度主場作戰─於修頓
體育館迎戰菲律賓火焰，
誓再擒對手以「五連勝」
答謝香港球迷。
香港東方隊長李琪近
況大勇，他呼籲「香港 ■東方控衛艾利諾上
東方」球迷今晚穿上藍 仗作客菲律賓時表現
不俗。
。
東方提供
衫，集中一起造成「藍 不俗
色海洋」，為球隊吶喊
打氣！「自細我都以打籃球為目標，但沒 再遇對手，相信不容易應付！幸好今次是主
想到踏上職業籃球道路後會這麼誇張！上個 場出擊，每次在主場比賽時聽到球迷們不停
球季的 3 月，銀牌、聯賽、ABL 三管齊下， 為我們打氣，戰意都變得高昂，所以 FANS
12 日內打了 7 場比賽，縱然當時覺得很痛 入場支持是最重要的！」
今晚票價一律 80 元，優惠門票為港幣 40
苦，但過後卻很享受『職業籃球』！」昨晚
為港隊披甲出戰「粵港盃」、6 日 4 賽的李 元 正 （ 對 象 為 年 滿 60 歲 人 士 及 全 日 制 學
生）。門票於今午 4 時起於修頓室內場館售
琪說。
對於有前 NBA 球員 Ivan Johnson 壓陣的菲 票處發售，數量有限售完即止。持優惠門票
律賓火焰，李琪直言：「是場硬仗，作客時 者，須於入場時出示證件證明。球迷還可到
已與菲律賓交過手，東方要打到最後 5 秒才 網站 https://store.tickettouch.com/cht/ 優先
憑史迪赫汀加射入的關鍵球致勝。故此今次 訂購今日比賽門票。

世界羽聯年
度頒獎盛典當地
時 間 11 日 晚 在
阿聯酋迪拜舉
行。印尼男雙組
合費爾納爾迪/
蘇卡穆約力壓世
錦賽男單冠軍安
賽龍，獲得年度
最佳男球員獎，
而本年度世錦賽
女單冠軍日本的
奧原希望未能入
圍年度最佳女球
員 獎 的 提 名 ， ■陳清晨當選世界羽聯年度
最佳女球員。
。
資料圖片
2017 年 世 錦 賽 最佳女球員
男女單打冠軍均
無緣年度最佳。中國羽隊（國羽）的雙打新秀陳清晨
獲得年度最佳女球員獎，國羽女單小將陳雨菲獲得年
度最有潛質球員獎。
共有四人（對）獲得世界羽聯今年的年度最佳男球
員提名，包括中國的鄭思維、丹麥的安賽龍、印度的
斯里坎特以及印尼男雙組合費爾納爾迪/蘇卡穆約。
今年夏天的格拉斯哥世錦賽，安賽龍戰勝林丹奪冠，
不過出人意料，安賽龍最終落選，費爾納爾廸/蘇卡
穆約榮膺最佳。
獲得女子年度最佳提名的有國羽的陳清晨、黃雅
瓊，中華台北的戴資穎，印度的辛杜、韓國的李紹希
以及日本的山口茜。最終陳清晨戰勝各路好手當選最
佳女球員。
另外，國羽的陳雨菲獲得年度最有潛質球員獎，日
本女雙組合福島由紀/廣田彩花獲得年度進步最快球
員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狄恩棄流浪帥印
投印尼超聯

■狄恩
狄恩（
（左）已離開標準流
浪投印超。
浪投印超
。 facebook
facebook圖片
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標準流浪會長莫耀
強昨午向記者證實：今屆執教標準流浪的南斯拉夫籍
教練狄恩已離隊，並已在印尼落班。
狄恩今屆由自降甲組的南華轉投標準流浪，可惜執
教9場超聯及菁英盃分組賽，只取得 2勝1和6敗的成
績。當中港超聯更是錄得 7 戰 1 勝 1 和 5 負得 4 分包
尾。莫耀強坦言：「讓狄恩放假兩周，只是給他一個
下台階。他似乎無心教青年球員！」
2012 年，狄恩在印尼超級聯賽執教阿雷馬即帶領
球會打進亞協盃 8 強，那年亦當選為年度「最佳教
練」，喜逢執教生涯第二春。
狄恩教練生涯第一春要數 12 年前，於 2005 年至 06
年執教傑志首季即奪得銀牌、聯賽盃「雙料冠軍」，
同時膺選該屆「最佳教練」。
2008 年與克羅地亞籍教練高能以雙教練形式執教
香港代表隊。翌年執教天水圍飛馬 4 個月遭「炒魷
魚」，其後掛帥沙田、大中、屯門不是降班就是因家
事離隊。去年上山教南華成績平平，他未有隨球隊自
降甲組而自投流浪，尋求突破但失敗告終。

短訊
吳安儀獲提名競逐傑運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潘
志南）香港桌
球總會昨舉行
周年晚宴，
「 四 眼 Cue
后」吳安儀第
七度獲提名競
■葉建（左起）、吳安儀、溫家琪及
逐「香港傑出
卡比多羅比獲提名競逐「傑出運動
運動員」及與
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溫家琪一起獲
提名「最佳運動組合」，世界女子職業桌球冠軍將與
剛奪得世錦賽金牌的保齡球三子正面交鋒。
吳安儀稱，「傑出運動員選舉」除各運動員上台領
獎，大家互相祝賀、互勉外，更重要的是各運動員在
此選舉中總結與檢討過去一年的得失，以期下一年更
努力、再進一步。她稱，有提名也好、沒提名也好，
每位運動員都為自己努力過、付出過，其過程才最重
要。談到同是女性運動員的呂麗瑤公開表示曾遭性侵
一事，她希望大家支持她，更要給她寧靜的空間。

上港官宣佩雷拉任主帥

險勝
第三屆粵港盃男子籃球賽昨晚在修頓體育館展開首回合
廝殺。主場作戰的香港隊（白衫）以 102：101 險勝廣東
隊先拔頭籌，次回合賽事將於本周六於廣東清遠市體育館
舉行。
新華社

中超球隊上海上港足球俱樂部昨日在滬宣佈，葡萄
牙人維托爾·佩雷拉出任上港隊新賽季主帥。出生於
1968 年的佩雷拉有着豐富的執教經驗，除了在葡萄
牙本土執教過葡超球隊波圖之外，佩雷拉執教足跡到
達過沙特、希臘、土耳其和德國。其執教戰績也頗為
不俗，佩雷拉曾率領波圖連續兩個賽季加冕葡超冠
軍，也曾在執教希臘奧林匹亞科斯隊時，帶領球隊捧
起國內聯賽和杯賽的雙冠獎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