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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協新聞辦昨日在其官方微博上闢謠
稱，關於「國家集訓隊將參加2019賽季中超
聯賽」的消息不實，下賽季中超聯賽規模和賽
制將保持穩定。
中國足協新聞辦在微博中稱：「近日，有
媒體報道國家集訓隊將參加2019賽季中超聯
賽，此消息不屬實。下季中超聯賽的規模和賽

制將保持穩定，不會進行重大調整。中國足協
將按照《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的要
求，繼續深化職業聯賽改革。目前，中國足協
正在積極研究職業聯賽綜合治理、青訓體系建
設、建立職業聯盟等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將
適時向社會公佈。」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
州報道）12月12日至16日，2018
匯豐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總決賽
將在廣州天河體育館舉行，總獎
金150萬美元。根據世界羽聯巡迴
賽「通往廣州」積分排名，中國
羽毛球隊在兩個單打項目各獲一
個參賽席位，在3個雙打項目則實
現滿額參賽。林丹、諶龍、安賽
龍等大牌球星由於積分排名未符
合參賽資格而無法參賽。
根據規則，只有位列世界羽聯

「通往廣州」積分榜男單、女
單、男雙、女雙以及混雙前8的選
手，才能獲得世界巡迴賽總決賽
參賽資格。男單方面，中國台北
隊周天成、日本隊的桃田賢斗、
印尼隊小蘇吉亞托、中國隊石宇
奇、韓國隊的孫完虎、泰國隊的
汪查榮和印尼隊的金廷已鎖定7個
參賽席位，最後一席將在日本隊

的西本拳太以及印度隊的維爾馬
之間產生。林丹和諶龍，包括丹
麥名將安賽龍，都無緣總決賽。
其中諶龍和安賽龍今年狀態並不
好，加上傷病，參加的比賽也有
限。而林丹本有機會進入前8，但
在過去兩周的中國公開賽及中國
香港公開賽上，都是首輪即被淘
汰，導致積分無法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CBA公
司昨日與卡特彼勒在滬
簽約，正式宣佈卡特彼
勒成為CBA聯賽官方贊
助商。CBA公司董事長
姚明與卡特彼勒全球副
總裁、卡特彼勒（中
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長陳其華出席並見證卡
特彼勒與 CBA 公司的
「實幹家聯盟」。

陳其華在致辭時表
示：「卡特彼勒支持為
建設更美好世界的實幹
精神，這與CBA及其球
迷的精神十分契合。隨
着我們的品牌與CBA賽
事走向全國，我們希望
『實幹成就夢想』這一
價值觀能夠得以向社會
推廣，鼓舞我們的員
工 、 客 戶 和 社 會 大
眾。」

而姚明則表示：「歡迎卡特彼勒
加入CBA聯賽的大家庭，正式成為
CBA聯賽的官方贊助商。我們期待
與卡特彼勒建立積極有效的推廣合
作，將『實幹成就夢想』更廣泛地
傳遞出去。」姚明稱，期待CBA成
為更多年輕人和合作夥伴的追夢舞
台。
值得一提的是，姚明在接受簡短

的媒體群訪時特別強調，比起更多
人關心的CBA如何賺錢，他更希望
大家關注CBA為何要積累資本。此
外，他提及，目前CBA聯賽與世界
頂級聯賽間的差距依然是團隊潛能
的挖掘。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粵港澳大灣
區又添一個
大型馬拉松
賽事。被譽
為「最漂亮
賽道」的
2018雪松廣州黃埔馬拉松賽，將
於今年12月23日在廣州黃埔體
育中心鳴槍開跑。屆時來自內
地、港澳及海外的 15,000 名選
手，將參加此項賽事。
廣州黃埔馬拉松大賽2017年首

度創辦，是全國首個國家級開發
區主辦的大型馬拉松賽事。該馬
拉松賽以優美的賽道環境、優質
的賽事服務，迅速贏得跑手喜
愛，首個辦賽年度便獲得中國田
協銅牌賽事稱號。主辦方介紹，
去年15,000個名額在20天滿額，

而今年在短
短2小時便
被 預 訂 一
空。
據介紹，

共有來自12
個國家和地
區、國內29
個省、市、
自治區、直

轄市選手參賽。賽道方面，黃埔
體育中心為起點站，跑過港灣
路、進入黃埔港，繼續沿着科豐
路，跑向開泰大道、開源大道，
直達科學大道。主辦方介紹，賽
道與青山綠水並肩，與公園綠
道並行。賽事終點設在有着羊
城八景「科城錦繡」美譽的科
學城綠軸廣場。另外，本屆大
賽還有公益報名環節，700名選
手募得21萬元人民幣，將用於
貧困白內障病人復明術醫療救
助項目。

由名宿陳志康擔任總監、丘建威任青訓發
展經理的太陽國際體育會，已發展地區

青訓多年，更與不同社區組織合辦免費班。
由最初的葵青開始，現時足跡已遍佈油尖
旺、香港仔、大埔、黃大仙及天水圍等地
區。到2015年10月，太陽國際體育會更殺入
東涌，經過3年時間，現時每周1至2次的訓
練，已成為區內居民恒常活動。

學員出身廣泛 相處融洽
快年滿8歲的謝燿謙，便是東涌區訓練班

其中一位「元老」，在港鐵任職的爸爸謝先
生回憶說：「記得最初收生時還未足5歲，

一轉眼已3年了。難
得燿謙有興趣，
作為父親當
然 很 支
持，畢
竟

喜歡他玩戶外運動多過打遊戲機。他自從參
加足球班以來，不只基本技術有進步，身體
也健康了，現時更越級代表離島區U10參加
常規比賽。」對於東涌近年發展迅速，謝爸
爸指居民生活未受影響：「東涌很多飛機師
及空中服務員聚居，周遭都有很多來自不同
地方的人，最近多了遊客，其實只影響到車
站附近，我們一般市民未受影響。」
丘建威則表示，東涌的授課與其他地區有

點分別：「這區有很多不同種族的學生，教
練們上課時都要用到兩文三語。而且他們的
生活模式很悠閒，與其他地區人士急趕的性
格截然不同。」燿謙的隊友當中，便有來自
歐洲、南亞及內地的新移民家庭，各人都相
處融洽。

依靠足球打破語言界限
身為芬蘭及中國混血兒

的Val，勇於盤球突破，是
學生中比教突出的一個。負
責香港學生到芬蘭留學工作
的爸爸Thomas感謝教練
栽培：「我知道這是

東涌唯一具規模的足球訓練班，所以讓Val
來上堂，因為工作關係，我平時很少見他踢
足球，今天驚覺他球技進步神速！」Thomas
在求學時代曾為雪合戰運動員，得過獎學
金：「我夢想過要做職業選手，但現時已沒
機會了，他日如果Val想踢上職業，我會大
力支持！」
Val雖然不太懂廣東話，但他與隊友溝通完

全沒障礙，袁梓哲及梓琳兩兄妹和Val就最
為熟稔。梓哲及梓琳祖母解釋：「我們兩個
家庭住在同一棟大廈，他們又經常一齊上
學，可以說是由細玩到大了。也由於足球的
關係，令他們之間溝通更加多，能夠與不同
國家、地區的朋友一同成A長，對小朋友也
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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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協盃決賽首回合
國安魯能握手言和

本季足協盃決賽首回合日前在北京工人體
育場舉行，北京中赫國安隊主場與山東魯能
泰山隊1：1賽和，兩隊球員迪亞高達杜尼和
巴甘布先後命中12碼。
在足協盃歷史上，山東魯能曾5次奪冠，
北京國安則3次捧盃，本次決賽的勝者將直
接進軍下季亞冠聯賽正賽。上半場30分鐘，
主隊的巴甘布在禁區內手球，魯能獲得12
碼，迪亞高達杜尼一蹴而就，將比分改寫為
1：0。下半場開場後不久，國安球員示意對
方球員卡路士基爾在防守時手球，球證卡頓
保起初未予理會，之後又在視頻助理裁判
（VAR）的提示下判給主隊12碼，巴甘布將
功補過主罰命中，最終兩隊1：1握手言和。
雙方次回合的比賽將於30日在濟南進行。
賽後，國安主帥施密特就表示和局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結果：「今天是戰鬥的第一部
分，這個比分我們可以接受。我們當然更希

望取得比賽的勝利，但我想這樣的比分在第
一回合結束後還有很多可能性。現時要做的
就是好好恢復，準備下一場比賽。下場一定
會像今天一樣困難，但我們會像今天一樣用
盡全力。今天過後，我對於我們拿下這個冠
軍更有信心了。」
談到巴甘布因手球送給對方一個12碼，但

自己後來又將功補過。在評價他的發揮時施
密特說：「他今天其實在攻守兩端為球隊付
出了很多，在埋門的時候欠缺一些運氣，但
他和其他隊員一樣，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
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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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集訓隊參加中超為假消息

林丹諶龍缺席世羽巡總決賽

「最美賽道」馬拉松下月廣州開跑

港珠澳大橋開通，連帶東

涌也熱鬧起來，同時也意味着區內發展

潛力大增。但其實早在3年前，已有本地球會

看中該新市鎮有需求，在區內開辦足球訓練班，希

望透過一個足球，成功將社區內不同種族的家庭及小

朋友連結起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殺入東涌搞足球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太陽國際是
「 香 港 飛 馬 」 前 身 「 太 陽 飛 馬 」
（2012-2015）的主要贊助商，自退出頂級聯賽
後，便集中資源投入青訓工作，組隊角逐各年齡級別
青年聯賽之餘，也曾以U18球員為班底征戰丙組聯賽，
過去周日剛為冠忠南區把關的19歲門將蔡子濤，當年正是
主力一員。而陳凱柏（南區）、陳晉一、于楊、周衍丞
（傑志）及張憙延（飛馬）等等，也是球會青訓梯隊出
身，現時均已躋身港超，追隨師兄陳港斌（南區）及胡晉
銘（飛馬）等的步伐。
太陽飛馬在港超3季雖無緣錦標，但也為球圈孕育出不

少教職人才。現時已獨當一面的陳婉婷（東方龍獅主教
練）、郭嘉諾（港隊助教及佳聯元朗主教練），以及陳振
宇（飛馬助教）、郭駿林（理文技術分析教練）、賴沛憶
（夢想FC體能教練）等，當年都曾執教太陽梯隊，大部
分人的教練生涯更是從太陽起步；理文行政經理周文健也
是太陽行政主任出身。見到不同範疇桃李滿門，相信前港
超最佳教練、現時球會總監陳志康也會感到安慰。

■■一眾來自不同地方的小隊員相處融洽
一眾來自不同地方的小隊員相處融洽。。

■■ThomasThomas（（左左

上上））對對ValVal（（左左

下下））的進步感的進步感

驚訝驚訝。。

■■于楊于楊（（左左））及陳晉一及陳晉一（（中中））今季在傑今季在傑
志一隊亮相志一隊亮相，，靜候初試啼聲靜候初試啼聲。。

■■北京國安球員巴甘布北京國安球員巴甘布（（前左前左））在比賽中射門在比賽中射門。。 新華社新華社

■■山東魯能的派利山東魯能的派利（（彎身者彎身者））
在比賽中頭球攻門在比賽中頭球攻門。。 新華社新華社

■■廣州黃埔馬拉松賽組委廣州黃埔馬拉松賽組委
會介紹籌備情況會介紹籌備情況。。

■■林丹錯失參與世羽巡總林丹錯失參與世羽巡總
決賽機會決賽機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CBACBA與卡特彼勒在滬簽約與卡特彼勒在滬簽約。。

■■太陽國際體育會三年前已進軍東涌太陽國際體育會三年前已進軍東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