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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香港飛馬足球會昨日宣佈
與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結
盟，今後成為夥伴球會，正計
劃派遣本地教練前往意大利國
際米蘭學法。香港國際米蘭青
訓學院將負責訓練香港飛馬
U13 青年隊，參加今季由香港
足總舉辦的 U13 聯賽，合力培
■小球員的腳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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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年輕球員。

培訓 U13 青年隊出戰今季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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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米蘭青訓學院於
香港2018國年正式落戶香港，致

力將世界知名球會國際米蘭的青
訓模式及理念帶來香港。學院在
香港發展短短一年多，現擁有
300 多名 3 至 17 歲青年學員。今
次與 2009 年成立的香港飛馬合
作，可說是一拍即合。兩會代表
昨日正式簽署合作協議，同時宣
佈以位於掃桿埔的香港印度遊樂
會作為固定校址，為3至8歲年幼
學員提供主要訓練基地。
結盟儀式也邀得香港足球總會
主席貝鈞奇光臨主禮，貝氏對於
有港超聯球會與世界級球會結盟
表示歡迎，認為本地球會多與國
際接軌，從青訓技術層面作出交
流，必能擴闊香港球隊的視野，
裨益青訓，最終得益的是香港足
球。

與國際接軌 裨益青訓
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青院行
政總監廖展立則表
示：「自己

艾傑臣歸化中國
亞足協官宣：

飛馬結盟國米 育生力軍
是標準國際米蘭球迷，看見香港
小朋友穿起國際米蘭的傳統藍黑
直間球衣接受正統訓練，這畫面
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學院在一
年前剛剛在香港起步，一年之
後，我們覓得印度遊樂會作為合
作夥伴，給予學員固定的港島區
優質訓練場地，深感榮幸。」
他補充：「能夠與香港飛馬結
盟，並合作訓練 U13 青年隊，參
加香港足總青年聯賽，也令香港
國際米蘭青訓學院上下感到莫名
興奮。」
身兼香港飛馬球會主席的朱耀
中表示：「能夠與香港國際米蘭
青訓學院結盟，讓香港飛馬的教
練團有機會從中學習及交流訓練
技術，我們的球員及教練團，必
獲益良多。在此亦恭賀香港國際
米蘭青訓學院於印度遊樂會的新
校址開始運作，這裡與我們香港
飛馬的主場香港大球場只是一街
之隔，雙方就連選址的意向都不
謀而合，很高興在簽約儀式後，
我們就成為了盟友，共同努力為
香港體育界出力。」
■足總主席貝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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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會閉幕

羽球世錦賽揭幕

李卓耀諶龍闖關
世界羽毛球錦標賽昨在瑞士揭幕，中國羽隊
（國羽）里約奧運男單冠軍諶龍、新銳陸光祖
等得勝，港將李卓耀也以 21：13、21：14 淘
汰國羽球手黄宇翔晉級次輪。
今次世錦賽，國羽滿額參賽，男單包括林
丹、諶龍、陸光祖和黃宇翔，其中黃宇翔頂替
受傷的石宇奇參戰，不料昨日首輪被港將李卓
耀淘汰。女單則包括陳雨菲、韓悅、何冰嬌和
蔡炎炎。
其中，作為 2014 年和 2015 年兩屆世錦賽冠
軍，諶龍近來狀態欠佳，過去三站比賽總只贏下
一場球。本屆世錦賽，諶龍作為三號種子出戰，
昨日首輪對陣俄羅斯選手馬爾科夫。此前兩人在
2014年湯盃上曾經交手，諶龍直落兩局獲勝。
首局伊始，諶龍經過短暫適應後，逐漸佔據
上風，以21：14先聲奪人。第二局，諶龍開局
連丟4分，一度2：5落後。但打至11：14時終
於抑制住對手的攻勢，連得 8 分以 18：14 反
超，並最終以21：17再下一城，晉級第二輪。
而陸光祖首輪迎戰德國選手舍費爾，首局陸
光祖很快以 21：12 先勝。第二局，陸光祖以
11：8 進入暫停；但其後舍費爾發力追到 13
平，但陸光祖連得 3 分再次拉開分差，並一鼓
作氣以21：15奠勝。
港隊其他球手，女雙組合楊雅婷/吳詠瑢及
男雙組合鍾瀚霖/譚進希、張德正/楊銘諾均首
圈出局。
本屆世錦賽除石宇奇因傷退出外，2017 年
男單冠軍、丹麥名將安賽龍和女單衛冕冠軍、
西班牙選手馬林同樣因傷退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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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足協日前在官網撰文透露，廣州恒大前鋒艾傑臣已完成
所有歸化手續，成功加入中國籍。也就是說，艾傑臣將入選
名帥納比率領的中國國足，在9月10日客場面對馬爾代夫的
世界盃外圍賽為中國出戰。
艾傑臣 2013 年由巴西被交易至中超後，曾榮膺 2013 和
2014 年射手王。其中，於 2014 年，他以 28 球超越李金羽於
2006 年創下的 26 球的單賽季入球紀錄。今季，艾傑臣又力
壓武磊成為中國足球頂級聯賽歷史射手王， 成為中超史上
最優秀的射手。
如今亞足協官宣艾傑臣完成歸化，這對國足來
說無疑是一大利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隊奪 11 金 12 銀 17 銅
隨着青運聖火緩緩熄滅，第二屆全國
青年運動會（二青會）18 日晚在山西太
原閉幕。香港派出超過 800 人的代表團
赴賽，共奪 11 金 12 銀 17 銅，成績令人
鼓舞。
從 1 月 14 日單板滑雪平行項目開始，
到閉幕式結束，二青會比賽長達 7 個多
月，共設 49 個大項、1,868 個小項，來
自全國 34 個代表團的 3.3 萬餘名運動員
參加了比賽。在開閉幕式期間，共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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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名運動員匯聚山西、同場競技。
據二青會組委會副主任、國家體育總
局副局長李建明介紹，本屆青運會創造
了一批好成績。在場地單車、射擊、舉
重、田徑等項目上，共有 2 人 1 隊破 2 項
全國紀錄、平 1 項全國紀錄；共有 3 人 1
隊破 4 項全國青年紀錄；共有 2 人 3 隊破
4項全國少年紀錄。
第三屆全國青年運動會將於 2023 年在
廣西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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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極限運動大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首屆中國極限運動大會 18 日晚在
河南清豐開幕，共有參賽運動員 1,300
多名，將在 7 天的比賽日中，角逐 57
枚金牌，比賽將持續到24日。
據知，本屆大會共設 9 個大項，34
個小項，來自 30 個省、直轄市、自
■ 逾 1300 名運動員參加中國極限運動大 治區的 98 支運動隊參加滑板、小輪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車、攀岩、衝浪、斯籃搏、極限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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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摩托艇 7 個項目的比賽。有 61 個
俱樂部、429 名運動員以個人和俱樂
部身份參加跑酷、街舞 2 個項目的比
賽。
1,300 多名運動員將在 7 天的比賽日
中，輪番登場、瘋狂比拚，這場高水
平賽事異彩紛呈，看點十足。其中滑
板、攀岩、小輪車、衝浪 4 個奧運項
目均是在清豐極限運動基地進行。

王宇 謝文駿鑽石聯賽摘銅

中國 10 人晉桌球中錦賽正賽

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伯明翰站的比賽當地
時間 18 日在亞歷山大體育場舉行，中國
選手謝震業在百米比賽中獲得第八，蘇炳
添在預賽中被淘汰。男子跳高比賽中，王
宇（見圖）以2米23的成績獲得第三，為
自己的 28 歲生日贏得了一份很有意義的
禮物。謝文駿在男子 110 米欄比賽中跑出
13秒43，同樣獲得銅牌。
■新華社

桌球中國錦標賽資格賽當地時間 18 日在巴恩
斯利落幕，參賽的 21 名中國選手中，共有 10 人
晉級正賽。其中，傅家俊憑借決勝局的一桿破百
贏得賽季首勝，趙心童以 5：3 擊敗大衛格雷
斯；周躍龍以 5：0 擊敗帕森斯。其他晉級的中
國選手分別是：魯寧、肖國棟、呂昊天、李行、
袁思俊、羅弘昊及田鵬飛。中國錦標賽正賽將於
下月23至29日在廣州舉行。
■中新網

5 千跑者拉薩挑戰半馬拉松
2019 拉薩半程馬拉松（拉薩半馬）18 日在西
藏拉薩鳴槍開賽，賽事共吸引了中國各地約
5000 名跑者參賽。其中，貴州小伙令狐徹以 1 小
時 27 分 37 秒獲得男子半程組冠軍。賽後令狐徹
激動地說：「能在布達拉宮腳下第一個衝過終
點，感覺特別興奮，我在海拔 3,600 多米的拉薩
完成了對自我極限的挑戰。」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