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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隊主帥麥柏倫
港隊主帥麥柏倫（
（左）
和助教朱志光監督操練。
和助教朱志光監督操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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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積極備戰今午比賽
港足積極備戰今午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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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足今午將迎接今屆東亞足球錦標賽（東亞盃）
最後一戰，面對希望一洗兩連敗頹風的國足，港隊主帥麥柏倫強調球隊必須汲取
上仗大敗於日本腳下的教訓，為遠道而來的支持者奉獻一場精彩比賽。（香港開
電視 77 台、有線 602 及 662 台今日 3：10p.m.直播）

東亞盃最後一輪比賽

■國足有力以一場勝利
完結今屆賽事。
完結今屆賽事
。 路透社

港足遇國足拚盡無悔

0：2 僅負韓國，次仗港
首戰力戰下以
隊卻以 5 球大敗於日本腳下，麥柏

倫兩場均起用不同人腳希望避免球隊過
於疲憊，可惜上場在日本快速的節奏下
陷入崩潰：「我們上場對日本的表現令
人失望，完全跟不上日本快速的節奏招
致大敗，球員需要汲取教訓。」國足整
體實力或許及不上日韓，不過球隊技
術、速度及體能卻肯定在港隊之上，而
且國足經歷兩連敗後，更有決心在港隊
身上全取三分，麥柏倫表示球隊要做好
受壓的一切準備：「中國隊擁有很多好

球員，他們在高水準的中超作賽，肯定
會為我們帶來很大壓力，如何在受壓時
踢出自己的足球，是球員們今場的課
題，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團結一致保持
隊形，有能力為對手帶來麻煩。」
預計麥柏倫將會以對韓國時的陣容為
主，葉鴻輝及陳俊樂將重返正選，至於鋒
線則會倚重衝擊力較強的夏志明，今場有
望與艾里奧鎮守中路的梁諾恆表示：「今
屆東亞錦標賽能與國家隊及日韓三支勁旅
交手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希望在今後足球
生涯中活用學得的經驗，會以 200%的表

現回報遠道而來支持我們的球迷。」

■吳海燕
吳海燕（
（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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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入
全場唯一入球。
全場唯一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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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世豪復出有助國足組織
國足主帥李鐵上任後先後不敵日本及
韓國，今場對港隊不容有失將力爭打開
勝利之門，以「二隊」出戰今屆東亞錦
標賽的國足兩戰均只輸一球的成績不算
太差，惟進攻組織方面有改善必要，上
場對韓國射門竟然無一命中目標，缺少
武磊及艾克森等一線球星下鋒線顯得無
力，不過球隊今場有韋世豪病癒復出，
相信有助球隊組織及進攻。

韓國迎日本非勝不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東亞足球
錦標賽（東亞盃）今晚會上演東道主韓國
對日本的大戰。兩軍目前同為兩戰兩勝，
但韓國由於得失球差不及日本，是役一定
要贏才可以於主場球迷面前捧盃，絕對是
非勝不可。（有線 602 及 662 台今晚 6：
30p.m.直播）
韓國上一輪以 1 球淨勝國足，只是球隊
該役顯露出前場把握能力不足問題，令主
帥保羅賓圖感到有點失望；事實上，韓國
在首戰面對港足亦僅能以兩球淨勝對手，
的確反映前場在沒有孫興民和黃喜燦等外
流球員壓陣下，欠缺一位可
以依靠的射手；

中國女足東亞盃勝利作結

由於韓國目前得失球差不及日本，是役就
算和波也會失去奪冠機會，預計這支東道
主將面對沉重的壓力。
日本於上輪比賽 5 球淨勝港足，贏來清
風送爽，只是首戰他們面對能力高得多的
國足，其實也只能險勝 2：1 而回；從該役
所見，日本的傳控打法面對壓迫性高的球
隊往往會遇上麻煩，而韓國上場對國足也
已顯示極強的前場逼搶能力；可以預期，
今場比賽的勝負關鍵在於韓國能否藉強大
壓迫力令日本出現失誤；而日本則會希望
成功突破韓國的高位逼搶後，藉對手後場
較多空位爭取入球，因此今場比賽的勝
負，絕對要看臨場發揮而定。
■韓國必須獲勝才能捧盃
韓國必須獲勝才能捧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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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長時間的訓練。」
總結今屆比賽，賈秀全就表示：
「球隊問題挺多的，我帶隊一年來從
狀態、精神，從團隊、個人的發揮，
這是最不滿意的一屆比賽；球隊暴露
的問題包括精神狀態、節奏、對抗以
及掌控力，我們是役的掌控力還不如
對手中國台北。隊員的成長過程中需
要太多東西，包括最大的一個心理問
題，她們於場上可能突然就出現心理
波動，所以把握不住機會，這其實是
心態的失衡；這不單是教練問題，她
們場內外的教育需要大家一
同努力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壁球隊出戰第三屆中
國大學生壁球錦標賽，在精英組勇奪男子團體賽錦標和男子個
人賽冠、亞軍。
贏得團體賽冠軍的隊員分別是中文及歷史學系學生黎卓楠、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學生陳滙棋、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學生鄧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經過 4 天激
駿，以及正在修讀法學專業證書研究生課程的李子朗。其中黎
烈角逐，2019 年中國乒協會員聯賽總決賽，早前在河
卓楠更奪得個人賽冠軍，而陳滙棋則獲得亞軍。
南鄭州奧體中心體育館落幕。
中國大學生壁球錦標賽由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和上海市壁
2019 年中國乒協會員聯賽總決賽由中國乒乓球協會、
球協會等機構合辦 ， 是中國大學生壁球比賽中級別最高的
河南省體育局、鄭州市人民政府主辦，設有單打和團體兩
賽事。除城大外，共吸引了分別來自北京大學、上海體育
個大項，根據參賽選手的不同年齡、性別，分為男、女共
學院、南京體育學院等 11 所高等院校約 100 名大學生參
14 個年齡組別，1,362 名參賽選手的年齡跨度從 29 歲以下直
賽。
至 70 歲以上，涵蓋老中青三代，可謂是全年齡段覆蓋，這些
身為香港壁球隊成員，城大主力黎卓楠在個人和團體
選手中年齡最大83歲，最小21歲。
賽均表現出色。他表示最難忘的一場比賽是男子個人決
會員聯賽總決賽開幕式當天，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攜征戰本次
賽，力戰隊友陳滙棋， 他憶述：「陳滙棋和我相識多
國際乒聯世巡賽總決賽的全體國乒將士來到現場，並邀請國際乒
年，實力非常接近。 在決賽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可
聯主席托馬斯維克特和國際乒聯 CEO 斯蒂夫丹頓一同為這項代表
能因『走位』 偏差，不幸被陳揮拍擊中眼角，需要暫
中國業餘乒乓球最高水平的
停比賽及接受即場護理，幸好最後能夠順利完成賽
賽事站台，這在會員聯賽總決
事。」
賽歷史上還是首次。
獲得男子個人賽銀牌的陳滙棋，去年亦有參加此項
在本次會員聯賽總決賽最後
賽事，因較有經驗，所以在三天比賽中經常擔當着
一天，中國乒協還派出了丁
提攜者的角色，他說：「我對這項賽事較有經驗，
寧、朱雨玲、孫穎莎、趙子豪
能夠時常提醒隊友要注意的事項，務求互相扶持，
這些沒有比賽任務的國乒選手再
為城大擷取佳績。」
■孫穎莎與參賽者互動
孫穎莎與參賽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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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來到會員聯賽現場，為大家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名，與大家合影互動。

中國乒協會員聯賽
總決賽落幕

中國田徑協會第九
屆代表大會四次會議
日前在廈門召開。會
議討論總結了過去一
年 的 工 作 ， 對 2020
奧運年的工作任務進
行了安排部署。
中國田徑協會副主
席 兼 秘 書 長 于 洪 臣 ■中國田徑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于洪
說 ： 「2020 年 是 東 臣表示要進一步推進協會的改革與發
資料圖片
京 奧 運 會 的 決 勝 之 展。
年，也是協會改革的開局之年。中國田徑協會將堅持穩中求進的工
作基調，把改革創新融入田徑事業發展的各項工作中。」
今年 10 月 28 日，中國田徑協會正式啟動實體化運轉機制，協會
實體化改革工作取得重要進展。于洪臣說，要進一步推進協會的
改革與發展，通過創新和完善田徑行業運行機制，引導更多社會
資源和力量向田徑項目聚集，實現行業的共建共享。
中國田徑協會副主席田曉君匯報了田徑項目備戰東京奧運會的
工作情況，他說：「為了優化備戰管理結構，進一步實行扁平
化管理，田徑協會在內部管理體制上大膽改革，將原有的 3 個
訓練部門先拆分為 5 個，現又拆分為 8 個，進一步劃小核算單
位，提高精細化和專業化管理水平。」
田曉君說：「要堅持不懈抓好反興奮劑工作，落實『零容
IJRU望港將能出戰世錦賽
忍、零出現』的政治要求，嚴把食品關、藥品關和營養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國
關，嚴格執行行蹤申報和治療用藥豁免制度，把各項反興奮
際跳繩聯盟（IJRU）於日前發表聲
劑規定和措施真正落到實處，確保東京奧運會不出任何興奮
明，表示過去18個月一直為香港繩聯
劑問題。」
及繩總的競爭作調解，包括在港協暨
在下一步備戰工作中，中國田徑協會將集中優勢資源，
奧委會協助下和兩會召開兩日會議；
充分發揮科技助力的優勢，重點解決體能問題、心理問題
IJRU 將盡力確保不會有香港運動員因
和傷病問題，認真落實「鐵人計劃」，從根本上解決運動
兩會競爭而受到傷害，並希望確保運動
水平不高、參賽能力不足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做好東京
員能有出戰明年 7 月的首屆世錦賽的機
奧運會的應對工作。
■新華社
會。

長話
短說
中國六金花世女9球賽晉級
2019 海南三亞世界女子 9 球錦標賽日前
全面開打。中國國家隊新老六位金花均躋身
32 強。其中近期連奪多個重量級美式冠軍的
陳思明，以兩場 7：2 輕鬆戰勝對手。小將張
沐妍和劉夏芝同樣兩連勝晉級 32 強。而韓
雨、付小芳和劉莎莎三位「老將」晉級之路不
太輕鬆，其中韓雨艱難取勝印尼名將安潔琳和
日本老將谷景美，劉莎莎和付小芳則歷經決
勝局才幸運突圍。
■新華社

■黎卓楠
黎卓楠（
（前）表現出色
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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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壁球賽城大創佳績

備戰東京奧運會

中國田協
推進實體化改革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中國
女足於本屆東亞盃以勝利作結，球隊
於昨日的最後一輪比賽以 1 球淨勝中國
台北女足；教練賈秀全賽後則對球隊
發揮並不滿意。
之前兩仗分別悶和韓國以及 3 球淨負
日本的中國女足，昨日僅憑吳海燕的
入球以 1 球淨勝對手，這亦是國家隊在
今屆比賽首個入球以及首場勝利。
主教練賈秀全賽後就對球隊表現並
不滿意：「賽前球隊目標是取得更多
入球，現在回去必須作出總結，繼而
努力練習。這場比賽球員的態度、積
極性和創造出的機會我覺得還不錯，
但把握能力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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