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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東亞運奪金功臣僅兩人任教練

功勛戰將多為生計另謀出路

2009東亞運金牌戰香港球員近況
2009
東亞運金牌戰香港球員近況

隨着陳肇麒宣布退役，2009 年香港東亞運動會足球項目金牌成
員，又多一個高掛球靴。《香港文匯報》記者特藉機打探一下這批
功勛戰將近況，發現大部分人退役之後，都不選擇留在球圈扶掖後
輩。有意投身教練行業的，只有黃展鴻及陳偉豪兩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年）東亞運動會為香
這一屆（2009
港足球史寫下重要一頁，其重要性

及影響力更甚於「519」一役。現今，
23 位球員當中，有 14 人已退役，但部分
仍有參與港甲業餘賽事，例如已轉任警
務人員的葉頌朗及已投身演藝界的蘇偉
泉等。今季仍保持職業球員身份的只剩
下 8 人，分別為葉鴻輝、徐德帥、歐陽
耀沖、陳偉豪、梁振邦、曾錦濤、李瀚
灝及陳肇麒。當時冠軍爭霸戰對日本互
射 12 碼取得致勝入球的黃展鴻，則為標
準流浪助教兼球員，今季曾4次上陣。

僅五人續征職業聯賽
由於疫情令球季停擺，港超重開之
後，香港飛馬再也不會見到陳肇麒，其
隊友陳偉豪也極有可能結束球員生涯轉
任助教。仍會以球員身份亮相聯賽的，
便只剩下東方龍獅的葉鴻輝、梁振邦、
轉投理文的曾錦濤及兼任流浪助教的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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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鴻。其餘幾位之中，徐德帥盛傳獲得
富力 R&F 青睞，將繼續征戰沙場；至於
李瀚灝及歐陽耀沖，前者未獲理文續
約，後者也未知會否續留標準流浪，兩
人去向同樣成疑。
當時以熱血聞名的主教練金判坤，現
已離開香港球圈，回國擔任韓國足協副
主席；守門員教練廖俊輝則仍留在足
總；時任領隊的陳曉明現在則執教港超
球隊理文。
對於部分東亞運功臣退役後，未有選
擇行教練這條路，陳曉明表示可以理
解：「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在 20 多歲時已
轉行，並非在球員生涯尾聲才退出球
圈，為了生計自然要另找工作，更不會
選擇去做教練。」他估計，像葉鴻輝及
梁振邦等發展得較順利的一批，待完成
球員生涯後，便有較大機會向教練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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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滑中國盃落戶重慶 北京辦總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國 際 滑 聯 官 網 日 前 公 布 了
2020-2021 賽季世界花樣滑冰大獎
賽的計劃舉辦地。值得注意的是，
花滑中國盃仍將落戶重慶，計劃將
於 11 月 6 日至 8 日舉行；花滑大獎
賽總決賽則定於北京舉行，時間是
12月10日至13日。
據中新社報道，世界花樣滑冰大
獎賽系列賽包括六站分站賽和一站
總決賽，上賽季中國盃就是在重慶
舉行。根據國際滑聯官網，新賽季
首站比賽是美國站，計劃將於 10 月
23 日揭幕，隨後依次是加拿大站、
中國站、法國站、俄羅斯站和日本
站，最後則是 12 月 10 日至 13 日在
北京舉行的總決賽。
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
年花滑世錦賽未能舉行，許多選手
對於新賽季比賽時間和地點的公布
十分期待。但是，新賽季的花滑大
獎賽雖然公布了計劃賽程，能否順
利舉行目前仍然未知。
不過，此前國際滑聯已表示，疫
情期間最晚將在比賽舉辦前 12 周決
定該站比賽能否如期舉行，因此新
賽季花滑大獎賽的最晚決定時間將
是今年8月份。

■ 北京將於 12 月主辦世界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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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除花滑項
目，在一
周前，國際
滑聯已在官網
公布了未來兩個賽
季的部分賽程，其中
速滑世錦賽將作為北
京冬奧會的測試賽，
於 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北京冬奧會場館
國家速滑館（冰絲帶）舉
行。「冰絲帶」已於去年
年底完成了封頂封圍，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3 月已正
式復工。

長話
短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
自由式滑雪選手谷愛凌昨在個人社交網
站 Instagram 晒出畢業照（右圖），慶
祝自己高中畢業。此前她曾透露，為全
力備戰 2022 年北京冬奧會，她選擇提
前完成剩餘兩學年的高中課程。她寫
道：「人生至今，我一直都是一位全日
制學生，今年我成為了學校第一位提前
畢業的學生，我很期待未來 18 個月為
北京冬奧會的備戰！」2003 年於美國
加州出生的谷愛凌，父親是美國人，母
親是北京人。2019年6月6日，15歲的
谷愛凌宣布正式轉為中國國籍。

「奧林匹克日」活動線上啟動
6 月 23 日是國際奧林匹克日，在全球抗擊 平台集中展示的方式進行。本次參與者有正
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時期，中國奧委會積極 在備戰東京奧運會和北京冬奧會的國家隊運
響應國際奧委會倡議，決定 2020 年奧林匹克 動員，有曾經馳騁體壇的體育宿將，有各行
各業各年齡段的體育愛好者。
日活動將首次開啟雲端模式。
本次活動的線上參與環節將於 6 月 8 日全
國際奧委會號召全世界各國家和地區奧委
會於國際奧林匹克日舉行群眾性體育活動。 面啟動，以創意運動短視頻徵集和健康跑打
卡兩種方式進
對此，中國奧委
行。奧林匹克
會 已 連 續 33 年
日當天，中國
舉辦不同形式奧
奧委會將號召
林匹克日紀念活
運動員共同參
動，以此作為弘
與線上直播活
揚奧林匹克精
動，也號召全社
神、傳播奧林匹
會為中國奧運選
克理念、推廣奧
手加油，用運動
林匹克運動的契
支持運動，一起
機和平台。
「保持強大、保
據悉，今年的
持活躍、保持健
活動以線下群眾
國際奧林匹克日今年首次開啟雲端模式。
。 微博圖片 康」。■
■新華社
自發參與，線上 ■ 國際奧林匹克日今年首次開啟雲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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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愛凌提前兩年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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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棋手躋身 LG 盃八強
第 25 屆 LG 盃 16 強戰於 8
日全部結束。在中韓等級分
第一人的對決中，柯潔（右
圖）執白中盤戰勝申真諝，
成功晉級。除柯潔外，楊鼎
新取勝晉級，中國棋手僅存
這兩人。晉級 8 強的選手包
括：中國棋手柯潔、楊鼎新
兩人晉級及韓國棋手朴廷桓、申旻峻、姜東潤、李
泰賢、卞相壹、元晟溱 6 人。8 強戰將重新進行抽
籤，比賽將於 11 月進行。本次比賽冠軍獎金 3 億韓
圜（約 173.5 萬元人民幣），亞軍獎金為 1 億韓圜
（約合58萬元人民幣）。
■中新網

六名國青違紀球員公開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時間 7 日
晚，因違規外出飲酒而遭受處罰的六名國青隊員
先後通過個人社交媒體公開道歉，請求球迷原
諒。
其中陶強龍在個人微博中寫道「我已經 19 歲，
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作為成年人，我應當對自己
的行為負責，要有擔當。我本人將繼續反思自己的
錯誤，並以實際行動來彌補自己的過錯。在今後的
工作和生活中，一方面我要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地
訓練，希望未來還能有機會為國而戰；另一方面，
做事先做人，我更要加強自身思想作風方面的學
習，提高自身覺悟，做一個有道德、有擔當、有責
任、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最後，我再一次誠摯地向
大家道歉：我錯了，對不起！」
中國 U19 國青隊於 5 月 17 日至 6 月 6 日期間在上
海集訓。5 月 30 日晚，在隊伍例行查房後，陶強
龍、劉祝潤、彭號、任麗昊、韓東、何龍海 6 名國
青隊員未請假擅自外出，直至次日凌晨３時才返
回。6 日，中國足協對該 6 名球員作出處罰：禁賽
陶強龍（
（前）於去年的 U19 亞青賽
六個月，並取消徵調進入中國各級國家男子足球隊 ■ 陶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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