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

體 育新聞

■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張華強

2019年1月11日（星期五）
2019年
2019
年 1 月 11
11日
日（星期五）
2019年1月11日（星期五）

■納比今將迎來真正考驗
納比今將迎來真正考驗。
。

■艾歷臣統領菲律賓隊出戰亞洲盃
艾歷臣統領菲律賓隊出戰亞洲盃。
。 美聯社

新華社

納比及艾歷臣兩

亞洲盃首輪分組賽賽果

位享負盛名的世界
級主帥香港時間今晚 9 時 30 分
將於亞洲盃正面交鋒，
將於亞洲盃正面交鋒
， 帶領中國男足
（ 國足
國足）
） 首戰旗開得勝的納比今場將
面對艾歷臣麾下的菲律賓（
面對艾歷臣麾下的菲律賓
（now 670 直播
直播），
），雖然論整
雖然論整
體實力國足理應在菲律賓之上，
體實力國足理應在菲律賓之上
， 不過菲律賓近年大舉吸
納入籍兵下有不少提升，
納入籍兵下有不少提升
， 加上艾歷臣曾在中超執教多年
熟知中國球員，
熟知中國球員
，國足要再勝一仗絕不能有任何鬆懈 。

國

足上仗驚濤駭浪下險勝吉
爾吉斯，下半場脫胎換骨
的表現助球隊成功反勝。于大
寶後備入替擔任前鋒發揮不
俗，在武磊有傷在身下，于大
寶或有機會再成奇兵。國足上
仗上半場受制於吉爾吉斯的嚴
密防守鮮能製造威脅，下半場
加強側擊下攻勢才有所改善，
今場面對身體條件更強的菲律
賓，進攻需要更有耐性。

艾歷臣熟知中國球員
事實上菲律賓上場雖然以
0：1 不敵勁旅韓國，但整體表
現尚算不俗，一度令韓國這支
奪標熱門陷於老鼠拉龜。曾在
中超執教多年的主帥艾歷臣亦
對國足球員相當熟悉，採取針
對性部署下，今晚國足要入球

並不容易。艾歷臣與納比曾在
意甲賽場多次交手，論往績前
者以 11 勝 6 和 7 負佔據優勢，
菲律賓賽前就揚言會以挑戰國
足為目標，相信今場會在進攻
上投入更多人手，國足爭取入
球的同時亦要小心菲律賓的反
擊。
今場有鄭智復出的國足中場
組織力將有所改善，加上後備
上陣下表現不俗的蒿俊閔，相
信可在中場取得優勢，關鍵是
鋒線能否及早把握機會打開紀
錄，以達到控制比賽節奏的目
的，上場能夠順利擊敗吉爾吉
斯亦讓國足的壓力稍減，球員
只要發揮應有水平相信可以
再勝一仗，達成小組出線的
賽前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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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隊
菲律賓隊（
（白衫
白衫）
）日前予
韓國隊不少壓力。
韓國隊不少壓力
。 法新社

國足將在亞洲盃小組賽
次輪賽事面對菲律賓隊。
據內地傳媒報道，
菲律賓隊於前日進
行了抵達阿布扎比
後的第二場訓練，23 名
球員全體到場。主教練艾
歷臣向全隊進行了近 8 分鐘的
講話，並隔空喊話：「中國
隊、納比，我們來了！」
艾歷臣說：「下一場我們對
陣中國隊，再下一場則是吉爾
吉斯。所以，中國隊、納比，

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昨在印尼雅加達
進入第二日賽事，重返亞運「福地」的
港隊憑 17 歲新星趙蕙芸於女子青年組
全能賽力壓群芳，贏得本屆賽事第一
金。
港隊前日由「牛下女車神」李慧詩攜
手師妹馬詠茹於女子團體競速賽力壓東
道主印尼勇奪銅牌；另外港 4 名小將趙
蕙芸、許逸雅、李思穎、梁悅於青年組
女子團體追逐賽決賽僅負哈薩克，取得
銀牌。昨日，銀牌功臣之一的趙蕙芸轉
戰女青全能賽，於全部 4 個項目皆表現
出色，位列前兩位，最終以 149 分擊敗
6 位對手勇奪金牌，日本與哈薩克選手
分獲亞季。
賽後，趙蕙芸坦言：「原本全能賽未
列入今屆賽項，所以賽前沒有太充分準
備，直至到埗雅加達後才知道賽會臨時
加項，可以參加這個自己擅長的項目，
而且發揮應有水平，非常滿意，由上屆
的銅牌到今年的冠軍，絕對是一個突
破。」
另外，前日與「牛下女車神」李慧詩
於女子團體競速賽勇奪銅牌的馬詠茹，
則表示在沒有很好備戰的情況下仍能取
得這一成綪感非常驚喜：「這次亞錦賽
無論在投入的時間還是練習方面都不如
亞運會時的最佳狀態，所以在沒有很完
美的準備下仍能取得這一成績已相當不
錯了。我們在這場比賽的表現超過平日
練習。這一成績可以接受，我們非常開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王薔首獲種子身份參賽大滿貫

短說
長話

中國乒乓「一姐」丁寧（見圖）
昨在個人社交媒體宣佈，出於對身體狀態
的保護，將缺席下周舉行的國際乒聯匈牙
利公開賽。她表示，「去年年底，接連參
加一系列的國際、國內賽事，讓我覺得在
體力、精力上都有些透支。對於即將29歲
的我來說，隨着年齡的增長，身體是我需
要重點保護的環節，我必須更加合理的安
排自己的訓練比賽節奏。我希望能夠避免
因疲勞產生的意外傷病，也希望自己能把
自己的競技狀態，調整得更好。」
按照原計劃，丁寧將與樊振東在匈牙利
公開賽中出戰混合雙打的比賽。■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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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蕙芸
趙蕙芸（
（中）在女子青
年全能賽為港奪得今屆亞
錦賽第一金。
錦賽第一金
。 單車會圖片

丁寧宣佈缺席匈牙利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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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歷臣向納比喊話：
我們來了！

17 歲趙蕙芸全能賽為港摘首金

■李慧詩
李慧詩（
（右二
右二）
）與馬詠茹
與馬詠茹（
（右一
右一）
）
奪得競速賽銅牌。
奪得競速賽銅牌。
單車會圖片

A組

我們來了！」
展望接下來的比賽，他表示：
「還沒想好對陣中國是嚴防死
守還是分出部分兵力打進攻，
但至少目標絕不止是一分。」
曾在中超球隊河南建業効力
的菲律賓前鋒哈維爾說：「我
們當然一直想要取得成功並贏
下比賽。想要晉級淘汰賽，對
陣中國的比賽必須打好。希望
我們能攜手出線，但我也更希
望菲律賓能戰勝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王薔以 21 號種
子身份參戰澳網女
單比賽。
單比賽
。資料圖片

據新華社墨爾本消息， 2019年澳
洲網球公開賽（簡稱澳網）正賽即將
揭幕，中國選手王薔將以 21 號種子
身份參戰女單，這也是其職業生涯首
次作為種子選手參加大滿貫賽事。
26 歲的王薔去年戰績不俗，不僅
在法網和美網晉級 32 強，創造了個
人大滿貫最好戰績，更在雅加達成
功衛冕亞運會女單冠軍，並連續闖
入武網和中網半決賽。
本次澳網女單1號種子由哈勒普獲
得，科貝爾和沃茲尼亞奇緊隨其後。
男單方面，焦科維奇、納達爾和衛冕

冠軍費德勒鎖定前三號種子。
另外，在昨日進行的澳網資格賽
男女單第二輪比賽中，中國選手張
擇與朱琳分別以 2：6、6：2、6：3
及 6：1、7：5 擊敗 3 號種子比蘭基
斯及基克，成功打入男女單資格賽
決勝輪，二人離躋身正賽只有一步
之遙。
不過，另外兩名中國小花王曦雨
與徐詩霖則分別以 4：6、3：6 和
6：7（4）、1：6 不敵捷克人馬汀
科娃及英國人達特，齊齊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超天津權健更名天津天海
根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
示，天津權健足球俱樂部完成工商更名
手續，正式更名為天津天海足球俱樂
部。雖然已經變更俱樂部名稱，但是根
據此前的報道，該俱樂部股東信息並沒
有改變，依然為權健自然醫學科技發展
有限公司。
此前有媒體報道，天津市足協將暫時
托管俱樂部，委託期限為一年。2015
年，權健集團正式收購當時的天津松江
足球俱樂部，天津權健足球俱樂部宣告
成立。不過不到四年的時間，俱樂部再
度更換了名稱。
■中新網

活 動 大 使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成立兩周年。廣青總與廣東省粵港
澳合作促進中心及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簽署了文體藝活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香港
男籃運動員蘇伊俊（前排左二起）、香港女籃運動員卓婷、香港男足運動員謝德
謙及香港歌手王灝兒四位年輕有活力的人士獲廣青總委任為活動推廣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