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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總盃
今明修頓激戰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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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兩屆歐洲金靴獎得主科
蘭加盟傑志掀起全城熱話，這位烏拉
圭球星昨日出席記招時表示妻子對亞洲生
活的熱愛以及自己尋求新挑戰的心，是選
擇加盟傑志的主要原因，期望以自己的經
驗帶領球隊在亞冠盃取得好成績。傑志主
帥朱志光表示周日對冠忠南區的比賽

「2018 籃總盃」籃球賽今明兩日假修頓場館戰火
再燃。賽事分下午及晚上兩個時段進行（有線 202 及
62台今晚6時45分起直播），門票在當天比賽下午1
時起發售，兩個時段的門票同時出售，每個時段的票
價為50元正，長者及學生優惠票30元。
今午2時30分開始首場比賽，由遊協對安青，雖然
安青全華班應戰，但上仗發揮出色，全隊共轟入 10
球三分球；遊協面對南華落敗，但隊中有得分機器
Scott Ewing，實力不能輕視。次場由旭暉對晉裕，晉
裕上場大勝甲一飛鷹，士氣正高昂，旭暉將要面對嚴
峻考驗。
晚上頭場由建龍對南華，兩隊都已旗開得勝，今場
勢必有一番龍爭虎鬥，爭取連勝；尾場由飛鷹對東方
龍獅，飛鷹上場手感冰冷，僅一人得分上雙，今場面
對東方龍獅能否回復水準扳回一城，球迷要拭目以
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科蘭會先任後備，會否落場則要
視乎情況。

能操六國語言的科蘭就以一句廣
東話「我會加油」向現場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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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增援戰流浪
誓響勝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
龍獅、標準流浪兩支搶分港超球隊，
今午在旺角場進行的「中銀人壽港超
級聯賽」狹路相逢，這是雙方今季首
次對陣。賽事於下午 5 時 30 分鳴笛，
門票一律收80元正，特惠票30元正。
東方龍獅在聯賽積分榜以 9 分暫居
第五位，球隊剛結束泰國集訓又增添
日本、巴西外援以及回收借將，種種
動作為的是下半季爭銀牌錦標及為聯
賽和亞冠盃發力。上場葉鴻輝停賽不
幸以 0：1 不敵夢想 FC，今仗誓要勝
流浪重響勝鼓。
聯賽榜積 4 分的標準流浪敬陪末
席，剛放走守衛徐宏傑到中甲，總監
李輝立坦言，球隊在 21 日對理文一仗
被視為護級關鍵戰，今午面對東方全
力以赴、和波當贏。經省港盃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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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前鋒快馬黎洛賢、卓耀國有態有鬥
志，盼他們為流浪在東方身上「偷
雞」成功！
至於昨晚在大球場上演的另一場港
超聯賽，香港飛馬以 2：2 被陽光元朗
逼和，繼續位居榜眼。

打招呼。昨天早上完成體測的科蘭及
後隨即匯合球隊操練，不過就只是在
場邊輕舒腳頭，據知科蘭在體測的表
現非常好，未有任何傷患而體能狀態
亦沒有問題，超過一年未有正式比賽
的科蘭表示有信心在亞冠盃開始前操
起狀態：「去年一直有球會接觸我，
不過我的次子剛出生，我想花多點時
間陪伴家人，在這期間，我一直自覺
保持訓練，狀態不成問題。」
雖然年屆 38 歲，但以科蘭的名氣
除傑志外仍有很多選擇，他表示妻
子一直很喜歡之前在日本生活，而
香港與大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
此決定來香港接受新挑戰，而他在
印度球會孟買城的隊友華杜斯游說
他再度並肩作戰，經過幾個月的考
慮後最終落實加盟傑志。
亞冠盃分組賽即將展開，科蘭表
示足球並不單是以金錢多寡定強
弱，會以自己的經驗協助球隊爭取
好成績：「我們需要在主場爭取 3

鄒市明眼疾好轉
出院靜養
分，而作客則要力保不失，亞冠盃
並不容易應付，但我對傑志有信
心。」

盼以經驗助球隊爭勝
主帥朱志光表示科蘭的射門及罰
球均甚具功架，可成為球隊在亞冠
的殺着，而他加入傑志將為球會以
至香港球壇帶來骨牌效應，相信未
來會有更多出色外援落戶香港。
科蘭今日上午 11 時將於賽馬會傑
志中心進行首課正式操練，球迷名
額將會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決定。

傑志公佈三外援人選

另外，傑志昨日亦公佈三個外援
名額，科蘭、華杜斯及費蘭度將以
外援身份代表傑志出戰亞冠盃，而
亞援代表由於艾里奧的受傷而出現
變數，朱志光表示會在金東進及金
奉珍之間二選一。
傑志下半季的重心在亞冠盃小組
賽，除了科蘭及華杜斯是必然正選
外，選擇費蘭度的原因在於他的突
破能力，朱志光表
示：「亞冠盃入球
機會不會太多，費
蘭度的突破可以創
造罰球機會，而科
蘭的罰球功架是眾
所 周 知 的。 」 而 收
回 李 毅 凱、 鄭 展 龍
及佐迪亦可大大增
加球隊雙線作戰的
兵源，朱志光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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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信心。

為亞洲盃練兵 中國女足征戰四國賽
■女足四國賽組委會介紹籌備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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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報道）2018 年「廣東輝駿
盃」中國足協佛山國際女子足球
錦標賽（女足四國賽）將打響，
這是中國女足主教練西格．埃約
爾松上任後，第二次帶隊參加正
式比賽。在昨日的賽前新聞發佈
會上，西格表示，本次比賽將強
調進攻，同時，考察一些年輕球
員，以為 4 月的亞洲盃做準備。
女足四國賽將於本月 19 日至 23
日在佛山世紀蓮體育場舉行，除

了中國女足，還有哥倫比亞、泰
國和越南三支國家隊。
1 月 9 日，中國女足在主帥西
格．埃約爾松的帶領下來到廣
州，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集訓。
他在昨日的發佈會上表示，連續
幾日的訓練，女足姑娘們都很
拚，訓練強度很大，十分期待在
本次四國賽中有好的表現。據
悉，在本次國家隊集訓名單中，
有包括金坤、劉靖在內的五名國
青小將，也有闊別已久回歸的王

飛、譚茹殷等。對於為何徵調這
麼多年輕球員，西格．埃約爾松
表示，「觀察和了解她們最好的
方式，就是讓她們到國家隊陣容
中來。這次集訓，他們都非常
拚，比如金坤，她是中國女球員
中速度最快的前鋒。當然，到時
候還會看到其他年輕球員在場上
的拚搏。」
而本次四國賽與 3 支實力不如
自己的球隊比賽，西格意圖十分
明顯。他說，面對弱隊，我們主
要以進攻為主。「這是一次很好
的機會讓我們練習進攻。4 月份
亞洲盃是第一次非常正式的比
賽，到時候有一些球隊實力比我
們強，也有球隊比我們弱，如何
進攻，如何防守，我們都需要做
到最好。」
西格上任時間並不長，他表示，
這兩個月以來，工作團隊和後勤團
隊都非常棒，尤其是中國足協，對
女足的投入非常多，表明對女足工
作是非常關心和重視的。因此，他
個人增加了不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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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記者從鄒市明團隊和上海長征醫院方面求證
獲悉，著名拳手鄒市明的眼疾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
病情比較穩定且有所好轉，目前已出院回家靜養。之
後院方還將會診評估鄒市明的眼疾恢復情況，並確定
下一階段的治療方式。
「現在對鄒市明眼睛影響最大的兩個問題，一是雙
眼複視，就是雙眼視物有重影，而且相對比較嚴重；
另一個是左眼視力雖然較之前入院時只有 0.1 已經有
所恢復，現在左眼視力大約是0.3至0.4左右，但是相
比正常視力依然屬於嚴重受損。」上海長征醫院眼科
主任魏銳利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鄒市明的眼疾傷情
很複雜。「雙眼眼眶的骨折，有舊傷有新傷；雙側視
神經潛伏期延長，表明視路受損；還有輕度白內障
等，」魏銳利說，「等他靜養恢復一段時間後，我們
再進行下一階段的治療。」
■新華社

短訊

中國組首支頂級耐力車隊
中國首支參加世界耐力錦標賽的頂級組別 LMP1 比
賽的車隊當地時間 11 日在英國伯明翰進行的年度賽
車展期間亮相，這支車隊的官方名稱叫中國華信
TRSM 車隊，將參加 2018—2019 世界耐力錦標賽超
級賽季與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 LMP1 組別的比賽。中
國華信TRSM車隊的成立打破了勒芒LMP1組別沒有
中國車隊的歷史。
■新華社

電競亞太總決賽青島開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報道）2017 世界
電子競技運動會（下稱WESG）亞太總決賽近日在青
島膠州市拉開戰幕。來自亞太 23 個國家和地區的 327
名選手，向《爐石傳說》、《CS:GO》、《星際爭
霸 II》和《DOTA2》四大項目的冠軍發起衝擊，並
爭奪 44 個晉級全球總決賽的參賽資格。比賽四大比
賽項目昨完成所有的小組賽，今明兩日通過淘汰賽的
形式決出最後的冠亞季軍。

U23亞錦賽 國足負烏茲別克
亞足聯 U23 亞錦
賽昨在江蘇常州展
開第二輪小組賽。
中國隊（國足）迎
戰烏茲別克。第 14
■中國球員高準翼
中國球員高準翼（
（右） 分鐘，國足亂戰中
在比賽中拚搶。
在比賽中拚搶
。 新華社 城門失守，以 0：1
落敗。國足首戰以
3：0大勝阿曼，而烏茲別克首戰則不敵卡塔爾，這樣
一來，中烏兩隊小組賽均為 1 勝 1 負，國足淨勝球為
2，烏茲別克淨勝球為0。下輪賽事，國足將對陣強敵
卡塔爾，烏茲別克則對阿曼，國足晉級淘汰賽的前景
着實不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