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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志一球負柏雷素爾 盼主場搶分

■傑志中場費蘭度
傑志中場費蘭度（
（左）
被對手鏟倒。
被對手鏟倒
。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昨日面對柏雷
素爾雖然踢出亞冠盃至今的最佳表現，可惜仍然未能
取得第一分以0：1見負。主帥朱志光表示球隊演出愈
見進步，相信回到主場可有分數進賬。
經過兩場大敗的洗禮，傑志今場作客柏雷素爾變陣
出擊，442 陣式加上雙防中令防線更加緊密，上半場
更有一次黃金機會可惜費蘭度的射門被對方守衛在門
前解圍。
換邊後，柏雷素爾加快節奏令傑志漸處下風，終於
在 66 分鐘一次防守鬆懈下，被對手伊東純也近門撞
入、落後 0：1，傑志其後雖然換入辛祖及林嘉緯試圖
收回失地，不過始終未能突破柏雷素爾的防線，最終
以0：1落敗，仍然未能取得亞冠盃第一分。

同組另一場賽事，主場出擊的全北汽車在先失一球
下，憑藉金信煜大演帽子戲法以6：3反勝天津權健，
三戰全勝晉級機會高唱入雲。
至於 G 組、主場迎戰濟州聯的廣州恒大，在上半場
1：2 落後的情況下，憑高拉特於下半場的四喜臨門
（其中一個 12 碼）以 5：3 反勝對手，打開勝利之
門。
另外兩支中超勁旅上海申花及上海上港今亦會分途
出擊，上海申花目前兩戰兩和未嘗一勝，今次作客水
原藍翼誓要全取 3 分，古亞連及馬田斯將是申花爭勝
的關鍵。
上海上港則於主場迎戰蔚山現代，上港在奧斯卡及 ■傑志兩人夾擊柏雷素爾後衛中谷進之介（中）。
侯克協助下兩戰兩勝，今仗再取3分幾可肯定出線。
法新社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經過約
一年的調整，現已重投訓練，蓄力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在荷蘭結束場
地單車世界錦標賽征程

加東京奧運。對此，沈金康認為李慧詩的心理
絕對可以，但生理仍有待觀察。

的香港代表隊，昨分兩

沈金康：女子單車進步大

批返港。總教練沈金康

沈教練大讚 Sarah 在荷蘭世錦賽奪得凱林賽
銀牌，他指李慧詩面對未曾贏過的宿敵、德國
名將禾高，憑場上戰術贏取銀牌；然而因訓練
不足令她連場比賽力不從心。

在總結過去兩個月港隊

■香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接受傳
媒訪問。
媒訪問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連串比賽及展望今年亞
運、世界盃賽時直言，
港隊的終極目標是東京奧運。
而對於隊中「大師姐」李慧詩

沈教練分析，除與禾高在同一系統訓練的
20 歲德國後起之秀卡寶殊外，今屆荷蘭世錦
賽湧現出不少年輕選手，令世界女子場地單車
水平進步良多。他以女子 500 米計時賽為例，
李慧詩的 34 秒 001 成績在過往的比賽可以進
佔前4位，但今屆只位列第9。
沈金康又指出：「里約奧運凱林賽，Sarah
的賽前訓練是非全面的，因摔倒而未能取得理
想成績，我相信她仍想再次證明自己。早前的
調整及完成主要學業，可令 Sarah 更安心地去
參加比賽，她現在能積極準備世界盃及 8 月的
亞運會，加上她沒太大的傷病，2020 東京奧
運將是她的主要目標。」

張敬樂 梁峻榮學會重視對手

再戰奧運會，沈教練提醒，必
須具備足夠的心理及生理準備
迎接新生代的挑戰。

■梁峻榮
梁峻榮（
（右）與張敬樂昨晨返
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昨日跟沈教練先行回港的有張敬樂、梁峻
榮及楊倩玉。張敬樂於上周的荷蘭世錦賽男子
記分賽，只以 1 分之差屈居「梗頸四」，梁峻
榮在亞錦賽亦以 1 分之差失獎牌。兩人都認同
實戰未夠成熟，並因此學會了場上不容輕視每
一個對手、保持清晰頭腦全力搶分的態度。
張敬樂指二人仍有很多改善空間，「希望
以 2020 東京奧運做目標，努力在麥迪遜做得
更好。」自 1 月在白俄羅斯世界盃奪麥迪遜金
牌後，德國六日賽、緬甸公路單車亞洲錦標
賽、馬來西亞場地亞洲錦標賽及荷蘭場地單地
世界錦標賽，兩人共拿下 3 金 1 銀 1 銅。由於
是首度連續作戰，所以到荷蘭比賽時「腳已不
聽話了」。
港隊返港後將獲得難得三天假期，張敬樂
與梁峻榮期望和家人補度春節，及補逗利是！

港隊精英戰世界盃 爭奧運入場券

■李慧詩攜世錦賽銀牌及三枚亞錦賽金牌
載譽返港。
載譽返港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有日本粉絲
有日本粉絲（
（左）欲與
欲與Sarah
Sarah李慧
李慧
詩合影。
詩合影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昨日，內地泳壇名將寧澤濤（右圖）迎來
自己 25 歲的生日。他當日在新浪個人微博
發文並配發三張圖片，表達對自己祝福
稱：「我不再會為別人對我的看法而擔
憂。我會努力去堅持做最好的自己，最快
樂的自己。」
寧澤濤在文中說：「我們每個人，其
實都是在經歷一次次的美好、困難和挫
折之後才逐漸成長。我不敢說自己在經
歷了那條幽暗的、壓抑的隧道後，就一
定會重見天光。但是我堅信真正內心強
大的人，總會在平心靜氣中消解一切波

瀾。」
寧澤濤在文中續說「我生命裡最大的
突破之一，就是我不再會為別人對我的
看法而擔憂。我會努力去堅持做最好的
自己，最快樂的自己。感謝在我身邊出
現的你們，讓我心靜神定，從容淡
然。」
「#寧澤濤 0306 生日快樂# 話題區」包
粉們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表達美好的祝願，
「願你快樂、自在、順遂安康，萬事可
期！」
而寧澤濤百度貼吧官博亦在「#寧澤濤
0306 生日快樂#話題區」發文：「感謝你

的出現，感謝你的堅持， 感謝你用努力帶
給我們驚喜， 感謝你帶給我們力量與信
念。 寧澤濤，25歲，生日快樂！」

阿盃三連敗
中國女足負澳洲

寧澤濤發文慶生 做最快樂的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
帶着世錦賽銀牌及亞錦賽3金昨與
師妹馬詠茹載譽返港。
由於奧運單車賽入場門檻難度
增大，李慧詩有感荷蘭世錦賽各
隊伍都湧現大批新人，在奧運入
場計分以隊際成績為主下，德
國、荷蘭隊都已有三名以上選手
具備衝世界前 8 的能力。她促港
隊不可放慢腳步，為奧運莫遲
疑。
為此，Sarah 減少兼任助教，
而集中精神備戰、力爭好成績。
2022年將是34歲的她強調自己雄
心壯志，年齡絕不是她的障礙。
總教練沈金康透露：「未來兩
年的世界盃分站，因關係到奧運

在葡萄牙時間5日進行的2018
年阿爾加夫盃國際女足邀請賽小
組最後一輪比賽中，中國隊以
0：2不敵澳洲隊，吞下三連敗。
中國隊將在7日的排位賽中與俄
羅斯隊爭奪第11名，荷蘭和瑞典
隊爭奪冠軍。
當日的中澳之戰，中國隊由
王珊珊和停賽復出的李影出任
前線，前兩場表現活躍的王霜
被安排在左邊路，老將任桂辛
佩戴隊長袖標坐鎮中場，効力
於德國拜仁慕尼黑隊的門將王
飛首發出場。為了確保勝利，
澳洲隊盡遣主力。

短訊

國家攀岩集訓隊在重慶選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冰 重慶
報道）第十八屆亞
運會國家攀岩集訓
隊選拔賽在重慶市
九龍坡區華岩壁虎
王國家攀岩示範公
園舉行（右圖），
本次選拔賽入選的
11 名 選 手 將 和 以
2017 年重要賽事成績為選拔依據的國家攀
岩隊隊員一起組成24人的國家亞運攀岩集

訓隊。第十八屆亞運會將於 8 月 18 日至 9
月 2 日在印尼舉行，攀岩共設有 6 個單項
的比賽。

中國殘奧越野滑雪隊抵平昌
平昌冬季殘奧會將於本周五拉開帷幕，
中國越野滑雪隊正在平昌積極備戰，力爭
登上領獎台。中國越野滑雪隊領隊張國生
5 日在奧運村表示，目前隊伍整體狀態良
好，沒有傷病。全隊 16 名參賽隊員已於 3
日抵達韓國，第二天就全部前往比賽場地
開始適應性訓練。據介紹，中國越野滑雪
隊包括 4 名女選手和 12 名男選手，將參加
越野滑雪的14個小項。
■新華社

卡塔爾公開賽 國乒提前內戰
國際乒聯白金級賽事──卡塔爾公開賽
當地時間 6 日在多哈揭幕。國乒共派出 22
人參賽，其中包括世界冠軍丁寧、劉詩
雯、武楊在內的15名國手須參加資格賽，
而且劉詩雯和武楊同組，胡麗梅和車曉曦
同組，在每組只有 1 人出線的情況下，中
國女乒至少有兩將在資格賽被淘汰。國際
乒聯今年起推行世界排名新規，鼓勵球員
多參賽，而長期不參賽者將退出積分排名
系統。此舉令不少國乒強將的世界排名暴
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中國球員吳海
燕 （ 右 ） 成功鏟
走對手腳下的皮
球。
新華社

入場積分，會盡量派隊參加全部
分站賽。根據國際單車聯會規
定，要獲得奧運資格，首先要參
加世界盃；而要獲得世界盃參賽
資格，就要在世界盃資格賽脫顈
而出，本月底在香港舉行的一級
賽就是其中一個世界盃資格
賽。」
本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在香港單
車館舉行的「新鴻基地產場地單
車國際盃」，東道主港隊派出李
慧詩、新鮮出爐的世界盃麥迪遜
金牌組合張敬樂、梁峻榮等強陣
應戰。屆時中國國家隊亦會派員
參賽。

上半場比賽，中國隊穩紮穩
打，澳洲隊則明顯急躁。前半
個小時，雙方各有攻守，但都
沒有太好的得分機會。第 31 分
鐘，奈特主罰任意球，球被王
飛撲下，克爾卻將王飛手中的
皮球捅進球門，主裁判隨即判
罰進球無效。此後，王霜創造
了兩次頗具威脅的進攻，但都
沒能攻破對方球門。雙方 0：0
結束上半場。
下半場，第 51 分鐘，澳洲隊
肯尼迪在禁區前斜傳，洛加佐
躍起將球一蹭，皮球劃出一道
弧線越過王飛，擦着右側立柱
飛進網窩，澳洲隊 1：0 領先。
傷停補時階段，中國隊回傳失
誤，克爾接球突破後面對出擊
的王飛冷靜施射，將比
分改寫為2：0。
小組賽全部三場比
賽，中國隊三戰皆負積 0
分，將於 7 日與同樣未嘗勝
績的俄羅斯隊爭
奪本屆比賽的
第11名。
中國隊主教練
埃約爾松在賽後
表示：「雖然球隊 0：2 輸給澳
洲隊，但可以看出中國隊的姑
娘們一場比一場表現得好，我
們基本達到了為亞洲盃熱身的
目的。」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