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海金融賀歲盃2019
地點：香港大球場

2月5日（大年初一）

16:00 山東魯能 Vs 奧克蘭城
18:15 香港賀歲盃選手隊 Vs 鳥棲砂岩

2月7日（大年初三）

16:00 季軍戰
18:15 冠軍戰

註：賽和不設加時，即時射12碼分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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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柔轉行練單板滑雪李堅柔轉行練單板滑雪。。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春節前的這段時間，李堅柔很
忙，輾轉多地訓練。作為短道速滑
項目的奧運冠軍，她在退役後「改
行」滑雪項目，欲再戰2022年北京
冬奧會。
作為前中國短道速滑隊的一員，

李堅柔曾在2014年索契冬奧會短道
速滑女子500米決賽中，為中國隊獲
得金牌。2015年2月，李堅柔因年齡
和身體原因退役，離開冰場。談起
退役後的生活軌跡，李堅柔坦言從
未離開過「冰雪」。
「索契冬奧會後，雖然我退役

了，但我仍然眷戀賽場、喜歡比
賽，離不開。」李堅柔說。
「現在的生活一半是訓練，

一半是看訓練。」李堅柔的訓
練，指的是她挑戰的新項目單

板坡面障礙技巧。2017年6月，李堅
柔正式註冊了單板滑雪運動員的身
份，接觸到單板滑雪後，李堅柔瞬

間喜歡上這個「刺激」的項目。
「這個項目是有挑戰性的，屬於極

限項目。飛起來之後會做一些旋轉
360度，720度以及900度的高難度動
作。高度離地是25米，很有挑戰性，
很刺激。」轉練單板滑雪後，李堅柔
甚至在婚後第二天，也不肯放棄比賽
的機會。近一大段時間，李堅柔頻繁
參加全國比賽積攢積分，現在已取得
全國前十的成績。
「還有3年的時間，我也給自己3
年的時間去練，去準備。」李堅柔
說，目前她還不是中國單板滑雪隊
的隊員。「不希望因為自己曾經是
冬奧冠軍的經歷直通國家隊，我希
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2020年全國冬
運會上取得好成績，然後進入國家
隊。」
李堅柔給自己定的目標是，站在

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比賽場上。那
一年，她將36歲。 ■中新社

每年新春佳節，
奧運游泳冠軍孫楊
（見圖）幾乎都是
在海外集訓中度
過，今年也不例
外。2月1日晚，孫

楊從家鄉杭州出發，和主管教練朱志根
前往新加坡集訓，為3月下旬在青島舉
行的全國游泳冠軍賽暨光州世錦賽選拔
賽備戰。這期間，對於英媒爆出的所謂

「對抗反興奮劑檢測」事件，孫楊除了
委託律師發表相關聲明外，選擇了沉
默，沒有因為此事影響備戰計劃。
孫楊2019年度最大的挑戰是7月在
韓國光州舉行的世界游泳錦標賽，這也
是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前哨戰；而3
月24日至31日則在青島進行世錦賽選
拔賽，孫楊無論高原冬訓還是海外集
訓，都是圍繞着這些比賽進行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足球員王霜（上
圖）開場17秒就攻破對方
球門，她所在的巴黎聖日耳
門當地時間2日也在女足法
甲聯賽第16輪中主場以4：
0完勝蒙彼利埃。
巴黎聖日耳門女足全場第

一次進攻就有斬獲。王霜禁
區外接到隊友傳球後，20
米開外左腳轟出「世界
波」，球直掛球門上角，這
個進球距離開場僅過去17
秒。
「自己也沒想到能夠這麼

快取得進球。」賽後王霜坦
言，「大家都憋着一股勁，
特別重視這場比賽。球隊能
夠這麼早得分，也是因為前
期工作做得很好。」
主隊開場後攻勢如潮，第

6分鐘，熱約羅禁區內推射
擴大比分。此後蒙彼利埃球
員雅各布松有一腳遠射擊中
橫樑彈出，這是她們整場比
賽最佳破門機會。第21分
鐘，之前為熱約羅送出助攻
的卡托托墊射破門，「大巴
黎」女足帶着3球優勢進入
半場休息。
終場結束前，冬季轉會窗

口加盟的丹麥前鋒納迪姆將
比分鎖定在4：0。

■新華社

李堅柔轉行單板滑雪 盼再戰冬奧

王
霜
閃
電
破
門

助
巴
黎
勝
蒙
彼
利
埃

3支客隊昨日已先後壓境，剛由曼聯轉投的費蘭
尼也有隨山東魯能訪港，但他因未適應時

差，需要爭取時間休息，未有隨隊到將軍澳訓練中心出席
練習。另一位魯軍球星、前意大利國腳射手加斯安奴柏利
成為傳媒焦點，他更應要求拿着揮春跟香港球迷拜年，態
度親切。魯能來港前曾在廣州集訓，5場友賽更錄得全
勝，難怪這支中超勁旅被普遍看好為爭標熱門。
至於魯能明天的對手奧克蘭城，則在昨日接近黃昏抵

埗。2年前在決賽打敗傑志捧盃的奧克蘭城，今次訪港大
軍包括門將蘇比卡拉及日援岩田卓也等多位冠軍成員，實

力毋庸置疑，可望與魯能合演精彩
賽事。
日職鳥棲砂岩上季戰績平平，今

次首度來港，並以球迷寵兒費蘭度
托利斯掛帥，是幾支外隊中最具叫
座力的一隊。此外，球會今季簽下
的昆卡盧比斯也是曾為西甲名門巴
塞隆拿一員，兩位西班牙攻擊球員
在港首度合作，主隊防線定要打醒
十二分精神。

文彼得自信港聯可晉決賽
不過主隊香港聯賽選手隊（港

聯）助教文彼得有信心港聯可殺入
決賽：「鳥棲砂岩本身實力一定不

差，但現時日職尚未開季，
即使經過沖繩集訓，比

賽狀態一定不及我們好。而且我們最大優勢就是天
氣，近日回暖會令客隊適應上構成一定困難。」
主隊今次由前香港飛馬雙料冠軍教頭奇雲邦特領

軍，由於其他球會昨天仍有比賽，要到賽前一課才齊人練
習，奇雲邦特操練中未有灌輸太複雜的戰術指示，只集中
進攻及防守站位，盡量以簡單直接踢法爭取勝利。
根據賽例，每隊每場賽事可以換人4次，中場時間則不

限人次，即是上下半場可
以派出完全不同 11 人上
陣，據悉是因為主隊與部
分球會協議，個別借將只
會上陣45分鐘，而且此舉
也可避免比賽中消耗太多
時間。
兩日比賽套票票價（兩
日四場）分別為480元（劃
位）、280元及180元（特
惠票），於Cityline及購票
通售票處（通利琴行及麥
花臣場館）發售。
另外，昨日進行的兩場

菁英盃，A組的佳聯元朗爆
冷以3：2挫東方龍獅，令
後者3仗不勝跌至榜尾。而
同日進行的一場B組賽事，
冠忠南區則以 3：2 勝理
文。

首屆以校服為主題的「校服跑」昨天
於白石角海濱長廊順利舉行，賽事分為4
公里（學生組及同樂組）及10公里（公
開組）。一眾跑手穿上昔日校服及PE衫
與好同學、好知己齊齊奔跑兼迎接新歲！
首度舉辦的「校服跑」吸引超過1,800

名跑手參加，10公里參賽者於白石角海
濱公園出發，跑至元洲仔公園折返，最
終男、女子組分別由余顯華以32分18秒
及屈旨盈以38
分 44 秒首名
衝線。同樣由
白石角海濱公
園出發的4公
里跑，跑手於
創新路公廁折
返，男子學生
組首名衝線者

為跑出14分18秒的黎諾軒，女子學生組
則是跑出17分17秒的曾善瑤。
與一眾壁球隊隊員穿起賽馬會體藝中

學校服的前壁球「一姐」趙詠賢表示：
「能夠與一班既是校友又是運動員的朋友
一起穿起校服參賽，感覺非常特別。我在
當中最快衝線只是因為我是較認真的一
位。」
同樣在體藝畢業的羽毛球代表葉姵延

就表示：「非
常懷念以往讀
書的時光，而
且最開心的是
可以一起宣揚
運 動 的 好
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通海金融賀歲盃2019」將於大年

初一及年初三舉行，今屆賽事排除

萬難，由香港飛馬與足總合辦，

邀得山東魯能、鳥棲砂岩及奧克

蘭城來港參戰，費蘭度托利斯

（費托）、費蘭尼、加斯安奴

柏利及昆卡盧比斯等一眾球星

都有隨隊來港，激戰可期。

近2000跑手一同回歸「校園奔跑」 孫楊新春赴新加坡集訓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日前發佈了2018年
第二次興奮劑違規處理結果。這批新曝光
的涉藥者中有7人是田徑運動員，除大家
已經知道的女子100米欄名將吳水嬌之
外，其餘6人有5人是未成年田徑選手。
在中國反興奮劑中心2018年發佈的違

規信息中，總共有16人是未成年人。其

中15人是女性，只有1人是男性。而且從
被查出違規的時間看，多起類似案例與高
校招收體育特長生有關，這說明中國反興
奮劑中心已經對這方面的查處加強了力
度。資料顯示，去年被公佈的31起涉藥
案例裡，女性佔23人男性有8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七田徑選手涉禁藥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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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柔於李堅柔於20142014年索契冬奧會奪短年索契冬奧會奪短
道速滑女子道速滑女子500500米冠軍米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費蘭尼費蘭尼（（右右））抵酒店時受到球迷歡迎抵酒店時受到球迷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文彼得有信心港聯可殺入決賽文彼得有信心港聯可殺入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首屆首屆「「校服跑校服跑」」吸引了逾吸引了逾11,,800800人參加人參加。。

■■加斯安奴柏利拿着揮春向香港球迷加斯安奴柏利拿着揮春向香港球迷
拜年拜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費托費托（（下排右三下排右三））隨日職球隊鳥棲砂岩來港隨日職球隊鳥棲砂岩來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奧克蘭城職球員在香港機場合影奧克蘭城職球員在香港機場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賽事獎金
冠軍 5萬美元
亞軍 2萬美元
季軍 8千美元
殿軍 2千美元

齊賀歲
費托 費蘭尼 柏利等隨隊壓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