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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結束的亞運會女足比賽中，
在不久前結束的亞運會女足比賽中
， 中國女足獲得一枚銀牌
中國女足獲得一枚銀牌，
， 一時間女

■唐佳麗是中國女足和蘇
寧女足的主力。
寧女足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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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精神和女足生存狀態得到很多國人的關注。
足精神和女足生存狀態得到很多國人的關注
。 上周末女超聯賽重燃戰火
上周末女超聯賽重燃戰火，
，
兩年前還是一支保級球隊的江蘇蘇寧女足 2：1 擊敗上海女足
擊敗上海女足，
，達成了近期
各項賽事的 10 連勝
連勝。
。在球隊迅速崛起的背後
在球隊迅速崛起的背後，
，是蘇寧全方位的科學化
是蘇寧全方位的科學化、
、體
系化、
系化
、 職業化的管理升級
職業化的管理升級，
， 當球會能以男足的標準保障女足
當球會能以男足的標準保障女足，
， 球隊能在本
季 5 線衝冠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線衝冠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

■蘇寧女足近年進步神速
蘇寧女足近年進步神速。
。 網上圖片
3 月蘇寧接手江蘇女足，當賽季球隊
2016年艱難護級。但隨着蘇寧集團持續投入和

科學化管理保障能力的提升，球隊近兩季迅速崛
起，上季蘇寧女足拿到足協盃冠軍，在聯賽也打進
前三。本季至今，蘇寧女足在 7 月份的全國女子足
球錦標賽上 6 戰全勝奪冠，聯賽目前排名第 2，足協
盃打入4強，預備隊聯賽9戰全勝高居榜首，還擁有
超級盃參賽資格，已形成多線衝冠之勢。

外籍教練提供先進理念
蘇寧女足能在短期內飛速進步，和球會的大力投
入密不可分。目前蘇寧擁有一線隊和預備隊兩支完
整建制的球隊，總人數接近 60 人，其中預備隊以
1997至2000年齡段球員為主，形成了較好的人才梯
隊。這兩季蘇寧先後聘請冰島籍教練埃約爾松和歐
聯冠軍教練普雷切爾擔任球隊主帥，高水平外教給
球隊帶來了先進的足球理念和管理方式，尤其是普
雷切爾本季為球隊打造的傳控體系，讓球隊技戰術
水平明顯提升。
球會還將男足技術部工作運用到女足，為女足在
外援挑選、技術分析等方面提供專業支持，這兩季
引入的伊莎貝爾、雪莉、塔比莎等外援都表現出
色，本季加盟的塔比莎目前聯賽射入 13 球，高居射
手榜榜首。此外在醫療保障、賽事組織、商業合作
等方面球會也不斷提升保障水平。球隊前鋒倪夢婕
坦言，最近幾年的變化和提高都是看得見的，無論

是醫療康復保障、主客場各方面保障還
是隊員的薪資待遇、比賽獎金都有大幅提
高。

倪夢婕：外援可助提升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水平外教、外援的帶
動下，內地球員的水平也得到很大提升，倪
夢婕說：「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外教和外援的到
來，讓球隊的競技水準有了很大的提升，先進
的足球理念也讓我們內地球員提高了很多。」在
過去兩年，蘇寧為國家隊輸送了多名國腳，一些
剛上調一隊的小將也得到了進入國家隊集訓名
單的機會。
在此前的賽季衝刺階段誓師會上，球隊主教
練普雷切爾說：「本賽季截至目前，球隊取
得了不錯的成績，這首先歸功於集團對於女
足的保障，很幸運中國有蘇寧這樣的企業
樂於在女足方面進行投入。下半季，我們
會為了我們共同的顏色而戰鬥，會更加
刻苦訓練，為球會拿下更多榮譽。」
顯然，中國女足不僅需要球迷的關
注支持，還需要有更多企業能默默投
入。假若女足隊伍都能得到男足標準
的保障，「鏗鏘玫瑰」何愁不能再
度綻放於國際大賽賽場？
■前中國女足教練埃約爾松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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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下月戰世界盃搶分

丁俊暉反勝艾倫闖八強

■林衍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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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衍聰、
、李慧詩及石偉雄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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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潘志南 ）
李慧詩（Sarah），石偉雄，劍擊選
手林衍聰、林衍蕙兄妹等亞運獎牌
得主，昨日出席「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 慈 善 跑 2018」 （UNICEF 慈 善
跑）記者會，目標籌款達 1100 萬。
大會今年更挑出特別號碼布，如合
適生意人的 888、給情人的 520（我
愛妳）予參加者競投，另有自定號
碼期望可增加善款。
去年 3 公里冠軍、今年或將挑戰 5
公里賽的李慧詩，已自選有特別意
義的 51-937 號碼。她透露這是小時
候住在牛頭角下村公屋的房號。由
於在外訓練和比賽，令她錯過搬遷
前拍照留念作回憶的機會，幸好入
住體院時，編房號碼竟也是 937 房
號，實在非常巧合。
UNICEF 慈善跑將於今年 11 月 25
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及欣澳
舉行，李慧詩因為要兼顧 10 月

法國場地世界盃比賽和訓練，不肯
定當日能否出席比賽。Sarah 亦透
露，亞運後曾和家人到日本旅行，
目前已經復訓，因各地車手要累積
分數參戰奧運，時間只會越來越緊
湊，為避免有所差池，將會參加較
多比賽確保高積分。此外，Sarah 指
她與師妹馬詠茹、李燕燕及李海恩
均有同一目標，就是爭奪團體爭先
賽的奧運資格。
對於亞運和師妹馬詠茹奪隊際
爭先賽獎牌，Sarah 就指她在不
斷進步，但由於只開始全職
生涯還不足 2 年，故肯定
還有很多方面需要學
習，當中除技術外、飲
食和睡眠方面都需
要做好。

飛馬管理層銳意年輕化
飛馬管理層
銳意年輕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人稱「羅
神」的羅傑承，昨日率領飛馬球會新一屆高
層首晤記者，他笑言推舉一班年輕人掌管飛
馬後，自己將會退居幕後負責洗衫、打雜的
工作。
飛馬於昨日宣佈，委任甲二籃球隊建龍
球員兼班主朱耀中為主席，加上執行董事羅
旭峯、董事陳皓兒、滕頴楠及領隊文彼得皆
是年輕人，明顯銳意把管理層年輕化。
談到近期在社交網頻頻貼文，批評足總及
指行政總裁薛基輔無建樹效率，浪費撥款和
納稅人的金錢，羅傑承形容足總目前似聯誼
會，約埋吃一餐似的。「羅神」亦重提香港
足球其實有出路，只要賽馬會開出香港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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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波盤口，若香港波如賽馬般有得賭，他一
定會投資：「因為足球有很大商機，是很大
的商業活動。馬會對賽馬都能管理得頭頭是
道，管理賭波和規管球員絕不會感到困難。」
此外，飛馬昨日在新領導層率領下，到
主場旺角場拜神，祈求在本球季萬事順利，
主場賽事能旗開得勝！

丁俊暉於日前的上海桌球大師賽首度
登場，最終這位中國桌球天王於一度落
後下，成功以局數 6：3 反勝艾倫過關，
8 強對手將為淘汰周躍龍晉級的一哥沙
比。
曾陷入苦戰的「小丁」，賽後就對自
己的表現感到滿意：「我今場感覺和手
感皆不俗，下半場每次遠距離機會也能
把握住，給予對手很大壓力。」由於女
兒剛出生，在場記者難免也要問到這問
題，笑言要為孩子搵「奶粉錢」的小丁
就表示的確很想念女兒，但一到比賽就
不會再想那麼多，會專心作賽。
進入 8 強戰，丁俊暉對手將會是一哥

沙比，後者在次圈面對中國小將周躍
龍，卻意外遇上考驗，在一直落後下，
只能險勝局數 6：5 過關。沙比賽後就承
認，自己的演出其實不如對手：「我不
是打得更好的選手，對手打得很棒，但
有時候比賽就是這樣，不是由發揮更好
的球手贏得比賽。」
然而，周躍龍賽後卻又對沙比的表現
讚不絕口，更是輸得心服口服：「他在
決勝局表現太完美，我連一個長距離機
會都沒有。事實上，他真的有很多東西
值得我學習，例如冷靜地在比賽中做出
合適選擇。當我坐着看他比賽時，可以
看到他不管領先或落後，於進攻及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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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都非常正確，很好的控制着自己
的心態和節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河南表彰三位亞運散打冠軍

■ 3 位亞運散打冠軍每人獲 8000
元獎勵。
元獎勵
。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河南鄭州少林塔溝教育集團日前在塔溝
武校五環演武場召開表彰大會，對在第
18 屆亞運會上為中國代表團奪得金牌的
申國順、李猛凡、李玥瑤三位運動員予
以獎勵。

武術散打一直是河南的「王牌」項
目。2004 年，「省隊、市辦、校管」的
新路子應運而生，河南省體育局將省隊
交給鄭州市承辦，委託塔溝武校具體管
理和訓練。2006 年，河南省體育局又把
男子散打隊交給塔溝武校，由劉海科擔
任河南省男女散打隊總教練。
在第 18 屆亞運會上，中國散打隊總共
獲得 4 金，其中 3 枚來自於塔溝武校學
員：申國順、李猛凡、李玥瑤分別獲得男
子56公斤級、65公斤級和女子52公斤級
武術散打項目的金牌。塔溝教育集團董事
長劉海欽說，這是自 1998 年武術散打項

目首次被列入第 13 屆亞運會正式比賽項
目以來，集團學員先後在第 13 至第 18 屆
亞運會武術散打比賽中共奪得7枚金牌，
創造民辦武校在亞運會奪金的奇跡。
為了表彰 3 位冠軍為河南散打和中國
散打作出的貢獻，塔溝教育集團召開萬
人表彰大會，給予 3 人每人 8000 元人民
幣的獎勵。河南散打隊總教練、塔溝武
校總教練劉海科說：「3位運動員在本屆
亞運會上充分發揮出了個人能力和頑強
拚搏的精神，舉辦表彰會也是為了激
勵全體學員以他們為榜樣，奮勇爭
先、積極進取。」

2019 國際籃聯世界盃倒數一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2019 年國際籃聯籃球世界盃廣州賽
區一周年倒計時鐘，昨日在廣州天河體
育中心正式揭幕，標誌廣州進入籃球世
界盃時間。國際籃聯籃球世界盃將在內
地 8 座城市舉行，作為中國首次舉辦的
世界頂級籃球賽事，本屆世界盃將成為
參賽隊伍最多、關注度最高、影響力最
大的一屆大賽。
中國承辦 2019 年國際籃聯籃球世界盃
的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廣州、南
京、武漢、深圳、佛山和東莞，粵港澳
大灣區內獨佔四席。此前，包括武漢、

東莞等地先後舉辦了賽區倒
計時一周年活動，宣告進入
籃球世界盃時間。
昨日在廣州的倒計時一周
年活動上，中國男籃隊員易
建聯、廣州本土歌手東山少
爺被國際籃聯聘為中國本土
形象大使。國際籃聯媒體與
市場總監弗蘭克林德對廣州 ■國際籃聯官員和廣東體育部門負責人等共同啟動倒
計時裝置。
。
敖敏輝 攝
賽區為籃球世界盃的籌備、 計時裝置
宣傳與推廣工作所作的貢獻給予高度肯 年廣州承辦的預選賽抽籤儀式讓人印象
定和認可。他表示，廣州是一座歷史悠 深刻，相信明年到這裡的所有人都能體
久的城市，也是一座籃球歷史名城，去 驗一屆一流的、令人難忘的籃球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