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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朗大獎賽摘牌 香港第一人
香港劍擊隊再創佳績！繼江旻憓日前於
世界盃巴塞隆拿站揚威，香港男子花劍選
手張家朗亦交出好成績，他於昨日的都靈
站花劍大獎賽，勇奪一面銀牌，成為首位
奪得這一大賽獎牌的香港男花運動員。
張家朗近期狀態不算出色，對上一次在國
際賽交出成績，已經要數到2017年10月在
世界盃埃及站贏得銅牌。今次比賽，港隊共
派出5位劍手出擊，其中張家朗及張小倫代
表男隊出賽；女子隊代表則為張楚瑩、廖恩
尉及高珮慈，可惜後四者均提早畢業。
但張家朗表現出色，他在 8 強面對前
「一哥」陳海翔仍以 15：7 勝出；到準決
賽，張的對手為世界排名高自己 3 位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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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代 表 Gerek Meinhardt， 但 最 終 仍 以
15：12 獲勝，職業生涯首次殺入大獎賽決
賽；可惜到決賽階段，張家朗面對另一美
國代表 Race Imboden 無以為繼，最終以
6：15落敗，只能獲得一面銀牌。
賽後，張家朗於個人網上社交平台發
文，揚言會努力爭取奧運入場券：「多謝
大家的支持，我終於贏得大獎賽獎牌。特
別要多謝教練 Gerg，他帶給我訓練及比賽
新的體會，亦多謝汪導（汪昌永教練）的
鼓勵，令我在場上打得更有信心。緊接 5
月會開始奧運積分賽，希望我可以更加努
■張家朗（左）在頒獎台上與冠軍及季軍
力，爭取奧運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選手合影。 FIE圖片

今 客 場 拚 馬 超 亞 軍 霹 靂

傑志征亞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自從東方於 2017 年歷史性
躋身亞洲冠軍球會盃分組賽後，
對香港球會來說，這項亞洲球會
頂級賽事已非遙不可及。2018
年輪到傑志首次於小組賽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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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最終與東方一樣敬陪末席出
局，但小將鄭展龍在對柏雷素爾

■傑志門將王振鵬（中）今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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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一箭定江山，不但為香港球
會贏得亞冠改制後首場勝利，該
進球季後更獲選為全年金球。今
晚香港時間 9 時正，傑志再度啟
航，在外圍賽第二圈作客馬超亞
軍霹靂，且看能否連過兩關，為
香港再創歷史。
■傑志全隊上下昨在怡保輕鬆訓練
傑志全隊上下昨在怡保輕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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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足協根據各屬會大賽表現評
分，定期分配亞冠分組賽名額。
■傑志主帥朱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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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亞冠盃外圍賽第二圈
霹靂 vs 傑志
時間：晚上9時正（當地及香港時間）
場地：馬來西亞怡保霹靂體育場

今屆香港由於評分不足，要先經過外
圍賽才能進入小組賽階段。傑志今屆
若要再創高峰，首先要先過霹靂這
一關，獲勝的話，下一圈便會挑
戰韓國勁旅蔚山現代，再贏才可
連續兩屆打入分組賽階段。今仗
將一場過決勝，90 分鐘賽和將加時
續戰，再和互射12碼決定晉級。

盧卡斯做足準備無壓力
傑志今屆外援名額選用了費蘭度、
盧卡斯（巴西）、華杜斯（匈牙利）
及馬特史密夫（澳洲）。上屆落選的

盧卡斯十分期待賽事：「我希望能幫
助球隊，將付出 100%去助傑志打入分
組賽。」雖然他的左手尾指手術後仍
需繼續包紮，但他堅信不會影響作戰
狀態。
亞冠是亞洲球會最高級別的比賽，
他很高興能成為其中一分子：「現在
我能參與其中，我渴望付出自己所
有，取得入球，贏得比賽。傑志協助
我很多，所以我亦希望能幫助傑
志。」
盧卡斯昨晨出席賽前記者會時重
申：「我沒有因為亞冠第一戰而想太
多，每一場比賽我都做足準備，同樣
會落力操練，不會有太大壓力。上季

科蘭在陣，我們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
西，但這都已是過去，現在是我的機
會，在亞冠盃賽場上陣。而我們的目
標是打入分組賽。」

怡保濕熱天氣將是大敵
提到對手霹靂，主教練朱志光認為
對手不易應付：「上周我看過他們的
比賽，霹靂踢得很好，踢法直接，而
且行軍速度很快，兩翼速度亦高。明
日（見報今日）一戰定必不易應付，
尤其要提防 9 號前鋒，他很高大，控球
亦不錯。」
傷兵方面，中村祐人未有隨行，列
斯奧的肩膊仍然有傷，要賽前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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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窗口期我們希望能讓上一個
窗口期沒打的幾個人也獲得一些鍛
煉的機會，然後我們也在進一步考
察一下。另外名單中增加了幾個年
輕的球員，這樣的選擇也是為我們
今年夏天的選材能夠擴大一下範
圍，能發現更多出色的年輕人。」
本次集訓將於 2 月 16 日開始，最
後一個窗口期當中，中國男籃將在
香港時間 2 月 22 日客場挑戰約旦
隊，24 日他們將在中立場地黎巴嫩
與敘利亞男籃交鋒。
國籃本期集訓名單為：翟曉川、
方碩（北京），吳前（浙江），劉
志軒（遼寧），趙睿、任駿飛（廣
東），阿布都沙拉木．阿布都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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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新疆）， 胡金秋、孫銘徽（廣
廈），于德豪、沈梓捷（深圳），
陳林堅（福建），付豪、郭昊文
（八一）以及周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韓名帥崔康熙執教大連一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
連報道）2 月 11 日，大連一方足球
俱樂部與韓國籍教練崔康熙（左
圖）完成簽約，後者正式出任大
連一方主教練。現年 59 歲的崔康
熙曾任韓國國家隊主教練，並率
隊在 2014 年巴西世界盃亞洲區預
選賽十強賽中出線。
崔康熙曾是韓國國腳，退役後開

啟了足球教練的職業生涯。他曾於
1996 年執教水原藍翼，2002 年至
2004 年任韓國國家隊助理教練，
2005 年 7 月重返韓國 K 聯賽擔任全
北汽車主帥。崔康熙在擔任全北汽
車主帥期間，帶領球隊 6 奪聯賽冠
軍和 2 奪亞冠冠軍，把全北現代帶
成一支亞洲一流球隊。崔康熙的執
教能力也因此得到了韓國乃至整個

亞洲足球界的廣泛認可。2006 年，
崔康熙獲得亞足協最佳主教練稱
號。10 年後的 2016 年底，崔康熙
再獲殊榮，當選亞足聯年度最佳男
教練。
大連一方足球俱樂部方面表示，
期待崔康熙通過冬訓盡快熟悉球
隊，也盡快了解和熟悉中超，率球
隊在新賽季取得優異成績。

李宗偉擬參戰大馬公開賽

周琦入選國籃新一期集訓隊
中國男籃（國籃）日前公佈了世
預賽第六窗口期 15 人集訓名單。據
中新網消息，雖然易建聯、郭艾倫
等主力球員沒有入選本次集訓，但
周琦的名字出現在名單內，也給球
迷帶來了不少的驚喜。
周琦在大年初三剛剛從美國返回國
內，而本次入選也是雅加達亞運會後
周琦首次進入國家隊集訓名單。
同時，除了吳前、趙睿、阿布都沙
拉木這些已經在國家隊證明了自己的
球員外，本次集訓隊還增加了一位新
人：八一隊小將郭昊文，這也是他首
次入選了國家隊集訓名單。
中國男籃主帥李楠稱這樣的安排
主要為了多鍛煉和考察年輕人。

傷勢；至於上屆射入金球的鄭展龍則
出現嘔吐情況，同樣未知會否影響上
陣機會。
此外，天氣也是傑志今次之行的大
敵。大軍已於周日早上抵達檳城，然
後乘旅巴到霹靂州怡保，下午立即作
適應性訓練。馬來西亞晚上比下午涼
爽，但濕度比香港高很多。即使輕鬆
訓練都已經大汗淋漓，如果要踢足 90
分鐘將會很消耗體力。由於舟車勞頓
關係，傑志賽前並未安排高強度訓
練。
另外，昨晚在青衣運動場上演的菁
英盃 B 組賽事，香港飛馬以 3：1 打敗
冠忠南區出線。

■李宗偉（右）與家人透過 facebook 向
球迷拜年。

罹患鼻癌的馬來西亞羽毛球名將李宗偉
昨日表示，他將報名參加 4 月的馬來西亞
羽毛球公開賽，但之前會再次接受身體檢
查，以決定是否全面恢復訓練並參賽。
李宗偉當天進行了春節後的首次訓練。
他在訓練後對媒體表示，現在重要的依然
是恢復肌肉。當天他在場地訓練了約 1 小時 15 分
鐘，隨後在健身房訓練了1小時，情況一切正常。
「可能再過一到兩個星期我就能恢復到正常的身
體機能水平，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他說。
馬來西亞羽毛球協會教練總監黃宗翰日前表示，
羽協方面將在2月19日截止日期前為李宗偉報名參
加 4 月初舉行的馬來西亞羽毛球公開賽，國家隊方
面也做好了李宗偉恢復全面訓練的準備。
李宗偉在去年的馬來西亞公開賽決賽中擊敗現世
界男單排名第一的日本選手桃田賢斗，第 12 次獲
得冠軍。但他不久後就查出患上鼻癌並接受治療，
直到去年年底才開始逐漸恢復訓練。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