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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柏倫首領港足出師不利

■麥柏倫首度領軍未能
有好開始。
有好開始
。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由新帥
麥柏倫帶領的港足首演出師不利，主場
面對中國台北起用不少新面孔下以 0：2
落敗，52 年來對中國台北未嘗一敗的紀
錄告終。
上任後首度帶領港足出賽的麥柏倫今
仗起用不少新面孔，在今季港超表現出色
的鞠盈智、陳肇均以及小將茹子楠均正選
上陣。受制於天雨場濕地滑，港足今場地
面組織大受影響，反觀客軍中國台北在身
體條件佔優下不斷利用速度及體能衝擊港
隊防線，更於上半場尾段兩度把握機會由
陳浩瑋連入兩球。

雖然整體演出未算流暢，不過港足今
場亦非一無是處，出任中場指揮官的鞠盈
智作出不少致命傳送並頭槌中楣，小將茹
子楠在右翼亦製造出不少威脅，只是多次
黃金機會均未能把握。
對中國台北的不敗紀錄告終固然可
惜，不過為世界盃外圍賽等大賽試陣才是
重點，港足部分位置的老化問題不容忽
視，比起友賽的勝負，給予新血們更多機
會及時間去汲取經驗和磨合更為重要。
隊長黃洋賽後表示，中國台北近年進
步頗大，希望透過今場比賽發現球隊問題
所在，再作出改善。

賽第四周中國江門站，
於昨日展開首日賽事，
結果中國女排以局
數 3： 0 擊 敗 波 蘭 旗 開
得勝。中國女排今晚對
手將為土耳其，後者由
朱婷之前効力的瓦基弗
銀行隊教練古德蒂領
軍，陣中亦有卡利斯坎
等瓦基弗銀行隊球員。
古德蒂於日前記招就笑
言，希望朱婷「最好不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
（左）、
）、球員朱婷
球員朱婷
（中）、
）、土耳其女排球員卡利斯坎在發佈
土耳其女排球員卡利斯坎在發佈
會上合影。
會上合影
。
新華社

要上陣」。

女排聯賽江門站先勝波蘭 今鬥土耳其

朱婷巧遇恩師古德蒂
今次江門站比賽有中國、美國、土耳其、波
蘭 4 支隊伍參賽，中國女排首日對手為波

蘭，雖然後者剛於瑞士女排精英賽奪冠，教練
加塞克賽前更揚言球隊目前狀態良好，不會懼
怕任何對手，但中國女排最終仍以局數 3：0 獲
勝。至於較早時間另一場比賽，美國則以局數
0：3不敵土耳其。
贏出首場比賽之後，中國女排今晚對手將為
土耳其，對主力朱婷而言，這個對手實在非常
熟悉；眾所周知朱婷於 2016 至 2019 年期間均
効力土耳其聯賽勁旅瓦基弗銀行，其教練古德

蒂，便正正是現時土耳其國家隊教練，自然對
朱婷的一舉一動均十分熟悉。此外，土耳其女
排主力如卡利斯坎，亦是朱婷在瓦基弗銀行的
隊友，因此對朱婷而言，今晚比賽或會較平常
更為有趣。
作為朱婷在土耳其的恩師，古德蒂自然十分
清楚自己愛將的能力，他於記招被問到會如何
防範朱婷時，就盡顯自己的幽默感：「如果朱
婷今場不上陣，對於土耳其女排來說可能才是
最好的策略。」言語間明顯暗示朱婷對土耳其
女排究竟有多大威脅。

■土耳其球員耶爾德勒梅爾
土耳其球員耶爾德勒梅爾（
（左）在比賽中扣
球。
新華社

雲佬領燕豪芬 U18
稱霸中赫國安盃
■古德蒂回答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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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當選亞籃聯主席
中國籃球協會昨日在其官方社交
媒體證實，中國籃協主席姚明成功
當選亞洲籃球聯合會主席和亞籃聯
中央局委員。
本月 9 日，亞籃聯代表大會在印度
班加羅爾舉行。中國籃協主席姚明
成功當選亞籃聯主席和亞籃聯中央
局委員。中國籃協副秘書長、國管
與外事部部長徐嵐當選亞籃聯中央
局少數性別委員。亞籃聯總裁阿勒
薩尼成功連任。
球員時期，姚明曾幫助中國男籃
在雅典和北京兩屆奧運會中殺入八
強。他還以「狀元」身份進入 NBA
火箭隊，憑藉出色的球技和幽默的
談吐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股「姚旋
風」。
2011 年，姚明宣佈退役，隨後跨

入商界，從事慈善事業，同時繼續
擔任自己 CBA 球員時期的母會上海
男籃的投資人。近三年，姚明身上

的頭銜不斷增多。2016 年末，姚明
被選為 CBA 公司副董事長。2017 年
2 月，姚明又升格為中國籃協新任掌

■姚明當選亞洲籃球聯合會主席和亞籃聯中央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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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本年度香港籃球聯賽女子甲組賽事，將於今日在
北河街體育館進行，晚上七時十分展開角逐，由安青對警察，尾場
八時五十分，福建對七喜，比賽不收門券，歡迎球迷入場參觀。

短說
長話

女籃甲組聯賽今演兩場大戰

英超狼隊青訓總監斯科特塞拉斯在北京接受採訪時
表示，作為中資球隊，狼隊計劃通過青訓來回報中
國，梯隊中的中國U18小將何朕宇會在挫折中成長。
6 月 5 日到 10 日，狼隊 U18 在北京參加了首屆中
赫國安盃國際青少年足球邀請賽，在 8 支球隊中排
名第六。斯科特表示，參賽的中國隊伍北京國安
U18 和河北華夏幸福U18 都很有特點，中國青訓水
平正逐步提高。
斯科特介紹，狼隊青訓學院被英超精英球員發展
計劃評為一級訓練營（最高級別）。作為上海復星
集團旗下的中資球會，狼隊想要通過青訓來幫助中
國足球提高。「狼隊和中國的教育部門正在合作開
展滿天星訓練營計劃，將在今年下半年派遣 3 至 5
名歐足聯 A 級教練來中國執教，培訓小球員，並為
中國教練員授課。」
此外，中國 U18 小將何朕宇在 2018 年 8 月加盟
狼隊梯隊，狼隊青訓學院也將培養有實力的中國年
輕球員視為一個重要目標。11 歲起就在英國踢球
的何朕宇剛剛隨中國U18國青隊參加了「熊貓盃」
國際青年足球錦標賽，因錯失破門良機而受到球迷
批評。
「何朕宇是很有特點的球員，他身體素質和技術
都很好，有成為英超球員的潛力。但這一路上不會
事事完美，他要學會處理失望，重要的是怎麼積極
地面對挫折。我和他談過，他心態很好，會從中成
長。」斯科特說。
何朕宇告訴記者，狼隊的青訓教練對自己幫助很大：「我剛
到球隊，教練寫紙條告訴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控球能力和護
球能力，通過一個又一個細節幫助我提高。我也是在狼隊期間
得到了中國國青隊徵召。」「我將馬上回到英國升入U23並面
對新的挑戰，我會努力爭取早日踢上英超。」何朕宇說。
斯科特表示，包括何朕宇在內，狼隊各級梯隊已有 4 名中國
籍或華裔球員。今年7月，狼隊將和韋斯咸、紐卡素以及英超冠
軍曼城參加在南京和上海舉行的英超亞洲盃，4名小將中將有人
隨一線隊出征，在更高的舞台鍛煉和展示自己。
■新華社

■狼隊青少年發展總教練麥克派克
狼隊青少年發展總教練麥克派克（
（左）早前對中國小將作
出指導。
出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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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未定奧運名單
至於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就表示，今次江門
站比賽是很好的一次檢驗球員的機會：「中國
女排今次的目標是向對手學習，累積更多經
驗。至於奧運名單，現時距離東京奧運還有很
長一段時間，故暫時不會作出任何決定。」
另一方面，美國女排隊長拿臣就證實，來季
將會加盟上海上排，出戰中國女排聯賽；郎平
對此亦表示，拿臣的加入對中國女排聯賽發展
很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狼隊通過青訓回報中國

本屆世界女排國家聯

■茹子楠引球突破
茹子楠引球突破。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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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數月後又被任命為 CBA 公司
董事長。
從球員變成「姚老闆」、「姚主
席」、「姚董」，隨着稱謂的變
化，姚明也不斷強化推動中國籃球
進步的決心。尤其在其履新中國籃
協主席後，姚明高舉改革大旗，進
行 了 諸 如 推 動 CBA 聯 賽 職 業 化 進
程、打造中國籃球發展聯賽、取消
大學生參加 CBA 選秀的次數限制、
打造「小籃球」計劃並在全國推廣
落實等一系列舉措。這些舉措也使
中國籃協和中國籃球成為中國體育
改革的先鋒。
對於姚明當選亞籃聯主席和亞籃
聯中央局委員，連任亞籃聯總裁的
阿勒薩尼在會議上也向其表示了祝
賀。
■中新社

托米斯拉夫任四川男籃助教
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球隊四川男籃昨日發佈公告稱，為豐富球隊
技戰術水平，決定聘請塞爾維亞國家青年隊教練托米斯拉夫為球隊助
理教練，協助主教練尹逵做好球隊的訓練和比賽。
■新華社

荷蘭著名球星「雲佬」雲尼斯杜萊執教的燕豪芬 U18日前在
北京工人體育場通過 12 碼大戰，以總比數 6：5 戰勝巴西高士
路，奪得首屆中赫國安盃國際青少年足球邀請賽冠軍。
燕豪芬U18上半場先失一球，下半時通過一記自由球扳平。
90 分鐘內，兩隊戰成 1：1 平手，需互射 12 碼決勝負。兩隊在
前五輪均攻入四球。第六輪 12 碼中，燕豪芬門將撲救成功，
幫助球隊以5：4勝出（總比數6：5）。
雲佬賽後接受採訪時表示，非常高興球隊通過團隊精神克服
了所有困難。除了贏得冠軍外，球隊此行還體驗了中國文化，
在球場外學習了踢毽子。雲佬表示，自己退役後擔任青年隊主
教練，是希望能幫助年輕球員提高能力，成長為優秀的職業球
員。「我告訴隊員們，作為一名年輕球員，需要盡全力提高自
己，成就自己，其中精神最重要。」
中赫國安副總經理張智君表示，儘管兩支參賽的中國球隊戰
績不佳，但通過與國外一流球會青年隊的較量找到了差距。中
赫國安有決心把這項比賽辦成精品賽事，搭建起高水平的中外
青少年足球交流平台。
本次比賽設定的參賽球員年齡為 2001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
共有 8 支球隊參賽，河北華夏幸福和北京中赫國安最終分列第
七和第八。
■新華社
■雲尼斯杜萊帶領燕豪芬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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