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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訪伊拉克 難搶分
■伊拉克教練卡
坦歷
（中）昨出席記招
。
足總圖片

▶ 麥柏倫希望港隊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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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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淦 ） 「2022 卡 塔 爾 世 界 盃 暨
2023 中 國 亞 洲 盃 聯 合 外 圍

香港足球水平已逐漸被亞洲鄰國拉開，這點從
不同年齡層代表隊國際賽成績得到印證。即

賽」第二圈外圍賽今日重燃

使多年前重用入籍兵後，戰績曾曇花一現，惟隨着
各人年齡漸長，已不可同日而語，只可惜本土兵缺
乏磨練機會，造成惡性循環，以致港隊目前仍要倚
賴一眾30歲以上的入籍老將去苦苦支撐，在體能速
度日漸走下坡的情況下，國際賽場上只能一次又一
次出醜。
香港足總也明顯未有認真協助港隊備戰今次賽
事，在本地球賽因社會局勢動盪而取消後，出發
前只能草草進行一課操練，即晚便要拉隊到伊

戰火，首兩仗只得 1 分的香
港代表隊，作客惡戰伊拉克，
鑑於實力差距懸殊，如無意外
將續寫作客中東不勝的差劣戰
績。（香港時間周五 0：00a.m.
開賽）

為備戰今晚主場對關島的世界盃外
圍賽亞洲區 40 強賽，中國男足繼續在
廣州天河體育場外場進行訓練，隊內前
鋒楊旭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管對手是
誰，都要盡力拿下每一分。（香港時間
今晚8：00p.m.開賽）
與關島隊的較量將是本次預選賽中
國隊的第二場比賽，同時也是第一個主
場比賽，在上一場比賽中，中國隊客場
5：0 大勝馬爾代夫。楊旭說：「全隊
上下都知道這場比賽的重要程度，大家
也能看到我們在訓練中的積極性和態度
上都有了更高的追求，主教練納比也說
了，無論對手是誰，都要盡力拿下每一
分，爭取更多的淨勝球。」

楊旭：盡力拿下每一分

在西班牙甲組聯賽球隊愛斯賓奴
効力的武磊已經回歸 ，26 名球員都
來到了訓練場。談到武磊，楊旭
說：「武磊剛剛歸隊，有些疲勞，
但他此前一直在打比賽，身體狀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一些球
員，包括後防線上新來的球員也會
快速融入球隊，現在我們首要的任
務是拿下這場比賽。」
作為國足陣中的一位老隊員，楊旭
表示這是中國隊衝擊世界盃非常好的一
次機會。「這次舉國上下都給我們創造
了很多的便利條件，而且我覺得這是我
們最好的一次機會，我們應該盡自己所
能把握住這次機會。」
■新華社 ■納比（左三）與隊員交談。

斯滕森落實出戰香港高爾夫賽

香港文匯報
訊 大滿貫冠軍
得主亨利克斯
滕森落實將會
出戰本屆「香
港高爾夫球公
開賽」。這名
瑞典籍球星將
與衛冕冠軍亞
倫 賴 矚 目 登
場。「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已被列為 2020 年歐巡賽
「Race to Dubai」的首站賽事，賽事將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至12月1日於香港哥爾夫球會隆重舉行。
亨利克斯滕森於三年前在英國特倫舉行的第 145 屆英國
公開賽中稱王，成為首名贏得大滿貫冠軍殊榮的瑞典球
員。現時世界排名第 37 位的斯滕森表示：「很高興能夠
首次參加『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很難相信我從未參與
這項盛事。我早就聽聞過這個世界知名的球場、香港這個
城市以及香港的球迷。能於香港展開『2020 年 Race to
Dubai』的職業球季，實在是一件美事。」
亞倫賴將會以衛冕冠軍的身份參戰，他表示：「我很期
待以衛冕冠軍的身份，來港參與『香港高爾夫球公開
賽』。去年於賽事中獲勝，對我來說實在是很奇妙。」
■斯滕森落實訪港
斯滕森落實訪港。
。

中新社

李瑋鋒任天津天海教練組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
報道）中超球隊天津天海日前宣
佈朴忠均不再擔任球隊主帥，李
瑋鋒（圖）擔任教練組組長，與
主教練劉學宇、助理教練郭昊等
人共同組成新的教練團隊。對
此，李瑋鋒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作為球會的一分子責無旁貸，理
應承擔重任，幫助球隊渡過難
關，全力以赴護級。
朴忠均於今年 5 月接替沈祥福，
擔任天海主教練，球會原本期望
他能重現上季率隊護級的「神
奇」，然而目前聯賽已過 25 輪，
天津天海僅取得 2 勝 12 和 11 負的
戰績，位列積分榜倒數第二，糟
糕的成績加上與球員的矛盾，最
終讓朴忠均無奈交出帥印。
根據賽程，天津天海將在本月
18 日晚間迎來與武漢卓爾的護級
大戰，目前他們落後身前的深圳

佳兆業 1 分，接下去的每場比賽，
都將是決定球隊命運的關鍵戰
役。
談及天海隊的護級形勢，李瑋
鋒表示，對球會和本人而言，都
面臨時間緊、任務重的問題。現
在說什麼不重要，當務之急就是
把隊伍磨合好，團結在一起。
「我和每個隊員都講過，你們要
為你們做的事情負責，要為我們
整個球隊負責，要為球隊獲得勝
利去負責。」

網球大師賽公茂鑫張擇雙打告負

■公茂鑫（左）和張擇力戰告負。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2019 年
上海大師賽昨日展開日場比賽，男雙首輪較量
中，中國選手公茂鑫、張擇 4：6、3：6 不敵東京
賽男雙冠軍馬胡、瓦塞林；而中國選手華潤豪和
丘里奇的跨國組合亦告負。
公茂鑫和張擇二人近來多次取得不錯的成績，
不僅在年初的澳網收穫了首勝，更是在剛剛結束
的珠海賽和中網均收穫勝利，是次上海大師賽持
外卡出戰的他們首輪就遭遇了勁敵。首盤雙方各
自保發，但在尾聲，公茂鑫和張擇出現失誤，儘

管挽救了一個盤點，但是仍被對手破發。第二
盤，法國組合乘勝追擊，6：3結束比賽。
另一邊，華潤豪和丘里奇跨國組合出戰，結果
遭遇 2 號種子。首盤比賽，兩人就在開局遭到破
發，第 9 局兩人挽救兩個盤點驚險保發後，仍無
法逆轉局勢，被對手 6：4 拿下。第二盤開局，華
潤豪和丘里奇連丟 4 分被破，第 5 局再次被破，
對手保發後來到 5：1 的領先，儘管兩人將比分追
至5：5，但是對手還是實現關鍵破發，以7：5拿
下，晉級次輪。

上月鬥伊朗噓國歌罰款12萬
另一方面，足總行政總裁溫達倫證實，港足在上
月主場鬥伊朗的世界盃外圍賽，因紀律問題而被國
際足協罰款 1.5 萬元瑞士法郎（約 12 萬港元）。足
總主席貝鈞奇表示，相信罰款是與當日有球迷噓國
歌有關，但仍有信心下月的兩場主場世界盃外圍賽
可以如期在港舉行，暫時未有計劃改到中立場比
賽。

東方龍獅籃球隊斥資千萬換血

國足主場對關島

則強人所難。麥柏倫賽前承認，以港隊目前狀況，
只能先做好防守，再期望藉反擊爭取入球。

拉克。實力不及對手、缺乏比賽狀態、再加上備戰
馬虎，港隊莫論要打破作客中東不勝走勢，即使大
敗收場也是大有可能。
根據國際足協最新公佈的世界排名，香港已跌到
143 位，比 79 位的伊拉克相差 64 級。兩地在成年隊
級別交手次數都不多，最近一次是2014年的亞協盃
四強，當時傑志作客阿比爾踢成 1：1，返回主場因
王振鵬接連犯錯，以1：2輸波出局。港隊自麥柏倫
上任主教練後，對中國台北不敗及對柬埔寨必勝的
優良紀錄都已告終，即使上一輪外圍賽主場0：2不
敵伊朗的演出算有交代，但作客伊拉克要成功搶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上季「四大皆
空」的東方龍獅籃球隊昨日進行拜神儀式，這支
本地籃球勁旅新一季將斥資過千萬進行大換血，
除重金禮聘曾執教 NBA 發展聯盟的白蘭特擔任主
帥外，更簽入基爾及派斯等新援在 ABL 及甲一賽
事爭標。
東方龍獅新球季將以全新面貌示人，主帥托利
斯及「戰神」艾利諾均已離隊，而球隊則羅致了
不少履歷亮麗的新人加盟，新上任的主教練白蘭
特曾執教 NBA 發展聯盟球隊，年僅 36 歲的他希望
改變球隊風格，以「小球」戰術衝擊錦標，隊長
李琪表示球隊正積極適應新戰術：「以往進攻側
重外援的個人能力，新教練更強調走位和配合，
期待在更多變的戰術下爭取佳績。」
上季東方在 ABL 四強止步，甲一聯賽亦只得第
四名，球隊今季簽入多名新兵期望能打出新氣
象，荷利菲特是唯一留隊的外援，而新加盟的基
爾及派斯則分別來自加拿大及匈牙利聯賽，至於
本地新球員有梁嘉顯及張彬賢，領隊游永強表示
今季球隊班費超過一千萬，希望能重奪錦標：
「上季我們在艾利諾受傷的時候陷於苦戰，今季
希望能協助本地球員有更好的發揮，相信新教練
的新作風能帶來衝擊。」

■東方龍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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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運會場館明年 6 月交付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作為中國
目前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競技水平最高的綜合性
運動會，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將於 2021 年 8 月在陝
西舉辦。陝西省體育局副局長徐鵬表示，承擔十四
運會開閉幕式的主會場西安奧體中心「一場兩館」
均已封頂，陝西目前正在全力加快場館建設進度，
確保所有 54 個場館於 2020 年 6 月前全部交付使用。

會長盃排球邀請賽取消舉行
原定於 10 月 12 及 13 日舉行之 2019 會長盃排球邀
請賽，鑑於近日社會情況，為顧及各隊球員、工作
人員和觀眾之安全現決定取消。持有實體門票及電
子門票人士均可申請退款。所有退款安排均不適用
於贈票持有人。持實體門票之觀眾，必須出示完整
門票方可索取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