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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勇小檔案

■■理文會長李文恩對球會兌現上季承諾感欣喜理文會長李文恩對球會兌現上季承諾感欣喜。。
理文理文FacebookFacebook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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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勇今年張志勇今年
44月於月於 IGIG宣布宣布
離開飛馬離開飛馬。。
張志勇張志勇IGIG截圖截圖

■■張志勇張志勇（（右二右二））在在20162016至至20202020年効力飛馬年効力飛馬。。 新華社新華社

■■張志勇宣布退役決定張志勇宣布退役決定。。 張志勇張志勇FacebookFacebook截圖截圖

■■全城新興運動節於下周啟動全城新興運動節於下周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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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陳肇麒及陳偉豪之後，再多一名

上屆効力香港飛馬的港腳級球員退

役。曾以隊長身份高舉省港盃的張志

勇，經深思熟慮後，宣布結束13年職

業生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張志勇剛於6月才滿31歲，以香港
球圈生態來說正值盛年，選擇在

這黃金年齡掛靴，相信原因與今年疫情
有關。這位前港隊中堅周二在社交網站
上表示：「13年前，我選擇了足球，
13年後足球並沒有選擇我，『職業足
球員』正式畫上句號。」在和富大埔出
身，然後輾轉効力過日之泉JC晨曦、
元朗、南華及飛馬等球會，他自問足球
路上算不上得到什麼光輝成就，只是覺
得當初一位不知天高地厚、基本功差、
徒具身材的年輕人，可以從街場踢上香
港代表隊，並獲封「最佳後衛」，總算
無悔多年的堅持及努力。
為港隊征戰多年，烏兹別克、不丹、印
度及馬爾代夫等地方都到過，令張志勇見
識到世界之大。他感謝每一位球會及港隊
隊友、職員及教練們。也多謝每一位曾經
支持他、討厭他及批評他的球迷，多謝大

家令他成長。家人雖然鮮有入場，母親甚
至反對自己加入球圈，但唯一一次入場，
就是山長水遠到廣州的省港盃，見證到兒
子以隊長身份捧盃。
受到疫情影響，飛馬上季中途已棄

戰，球員要接受減薪甚至解約。張志勇
在這大半年不斷問自己，以後的路要怎
樣走。雖然心底仍然想繼續，可惜事與
願違，他承認要作出決定真的非常艱
難，畢竟已用了13年去堆砌出這條夢
一般的足球路。張志勇未有透露下一步
去向，一般相信他會轉行不做職業球
員，但會與舊隊友「陳七」及陳偉豪一
樣轉戰港甲踢「衞生波」。

飛馬菁英盃悶和傑志
至於其舊東家，今季已易名的天水

圍飛馬，昨晚在菁英盃10人應戰下以
0：0悶和傑志，爆冷搶得1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理
文在今季以聯賽殿軍身份重返將軍澳
運動場，會長李文恩在社交平台公開
撰文，對球會兌現上季承諾感欣喜，
並強調會在區內繼續進行各樣社區及
宣傳活動，為香港足球而努力。
在大埔及元朗相繼退出之後，冠忠

南區成為港超碩果僅存的地區球隊。
理文在2018至19年度曾選擇以將軍澳
為主場，可惜因為聯賽名次落後，上
季被東方龍獅搶去主場使用權。幸好
經過一季努力之後，理文終以殿軍身
份重返將軍澳。李文恩撰文指出：
「上季雖然因疫情令賽季變得不一

樣，但球隊最終仍然以聯賽第4完成球
季。經過球隊整季的努力，以及球迷
的支持，今天欣然向大家宣布，我們
兌現了上季對大家的承諾，在聯賽爭
取更好成績，重返『將軍澳運動場』
作為2020至2021港超球季主場。」
至於新一季球隊目標，他承諾會在

場上100%付出，踢好每一場比賽，
爭取比上季更好的成績，期望能把榮
譽帶給球會和球迷。今季理文的訓練
場地會繼續選址在將軍澳，同時亦會
效法前季一樣，在區內繼續進行各樣
社區及宣傳活動，希望球迷繼續支持
理文，一同為香港足球而努力！

新一季女排超級聯賽開賽在即，「王者
之師」天津渤海銀行女排日前舉行了出征
儀式，主教練王寶泉攜朱婷、姚迪、李盈
瑩等全體將士亮相，表示要向第13個聯賽
冠軍發起衝擊。
王寶泉介紹，本季天津女排續約了中國

女排隊長朱婷，隊中還有姚迪、李盈瑩、
王媛媛三名「國手」，隊伍目前的綜合實
力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近一段時間大家
的訓練積極性也很高，展現出良好的競技
狀態。
「雖然新球季很多球隊引進了高水平的內

外援，且聯賽採取賽會制，賽程密集，給球

隊衛冕帶來了不少的困難，但我們依然有信
心、有決心打好每一場比賽，在新球季展現
出更好的精神面貌、更精湛的球技，向第13
個聯賽冠軍發起衝擊。」王寶泉說。
作為世界頭號主攻手，朱婷是連續第二

年効力天津女排，她對上一季的奪冠記憶
猶新：「我們堅持每天訓練，打好每一場
比賽，最終在球迷的支持下，我們站上了
聯賽冠軍的領獎台。這個冠軍對於我來說
也填補了一個空白，這是我第一次舉起國
內聯賽冠軍獎盃。」
對於新球季，朱婷充滿了期待。她說：

「中國女排有句話：走下領獎台，一切從

零開始。對於我們天津女排來說，此時最
需要的正是這種歸零的心態。精彩的比賽
是一球一球、一分一分打出來的，好的成
績是一局一局、一場一場拚出來的。希望
在新球季，球隊能團結一致，向新的目標
發起衝擊。」
二傳姚迪在新球季將繼續擔任天津女排

的隊長，她說：「我深感肩上的責任和使
命，我會用心履行球隊隊長的職責，在平
日訓練和比賽中起到先鋒模範作用。希望
新球季在主教練王寶泉帶領下，球隊繼續
傳承和發揚女排精神，用優異成績回饋球
迷。」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
浩然）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組織委員會（大賽車組委
會）昨日公布第67屆澳門
格蘭披治大賽車的賽程，賽
事將於11月20日至22日舉
行，共上演5項賽事，為大
家在東望洋跑道上呈現為期
3日的精彩激戰。
今年的主題賽事為同時
作為中國四級方程式錦標賽2020賽季收
官戰的澳門格蘭披治四級方程式大賽；首
次讓GT3和GT4戰驅同場競技的澳門
GT盃；以及專為亞洲TCR車手而設的
澳門東望洋大賽。今年賽程中並不包括澳
門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雖然澳門現時的
疫情相對穩定，但由於多位車手改變赴澳

參賽的意願，所以被迫暫
停舉辦這項遠東經典賽
事。
大賽車組委會收到國際

汽車聯合會主席托德
（Jean Todt）、國際電單
車聯合會亞洲區主席史蒂
芬 卡 拉 皮 特 （Stephan
Carapiet）和國際汽聯房
車世界盃推廣人里貝羅

（Francois Ribeiro）的講話片段。三人均
祝賀澳門克服挑戰，延續了繼續舉辦賽事
的優良傳統，而國際汽聯主席亦表示，他
相信三項國際汽聯世界盃賽事（國際汽聯
三級方程式世界盃、國際汽聯GT世界
盃、國際汽聯房車世界盃）將於2021年
全部重返澳門東望洋跑道。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公布賽程

理文會長李文恩喜見球隊兌現承諾

朱婷表示「從零開始」

天津女排衝擊聯賽第13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楊浩然）香港體育
學院（體院）與香港
公開大學（公大）李
兆基商業管理學院昨
天簽訂合作備忘錄，
為香港全職精英運動
員提供持續進修的機
會。
簽訂儀式於公大正
校園舉行，由體院院
長李翠莎博士 SBS
BBS及公大李兆基商
業管理學院院長區啟
明教授代表簽署。透過是次合作，體院可
推薦合資格的全職精英運動員報讀公大商
學院的本科生課程。公大考慮到全職運動
員的密集訓練及比賽時間表，將為每位學
生運動員安排一位導師，在他們的大學生活
及學業發展方面給予適當的支援與協助。
李翠莎博士由衷感謝公大李兆基商業

管理學院與體院攜手
合作，為精英運動員
提供全面的支援。她
致辭時表示：「體院
一直着重運動員全人
發展的需要，鼓勵他
們於體育及學業兩方
面發展潛能，為將來
的事業發展作最佳準
備。今天所簽訂的備
忘錄為精英運動員提
供一個彈性的學習模
式，成功落實雙軌發
展的概念，期望在未

來能夠與公大有更緊密的合作。」
區啟明教授表示：「是次為公大首次

與體院合作，實在十分難得。學院期望透
過加強雙方之間的學術合作，讓更多精英
運動員持續進修，獲取足夠的知識及能力
以應付未來的挑戰，成為知識型運動員，
貢獻社會。」

■■張志勇以隊長身份高舉省港盃張志勇以隊長身份高舉省港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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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自2019新
冠病毒疫情開始以來，大家都期待重回正常
生活，參與各類有益身心的康體活動。有見
及此，由香港遊樂場協會主辦、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的「賽馬會『動歷全城』
創意體育計劃」，將於2020年11月12日至
11月15日（星期四至星期日）舉行年度重
點活動「全城新興運動節2020」。
「全城新興運動節2020」將一連4日在荃

灣D·Park愉景新城舉行，現場將設有多個
動感攤位遊戲，市民可挑戰3人籃球、健
球、躲避盤、地壺等新興運動，鍛煉身體之
餘更有助減壓抗疫。由於新興運動容易上
手，無論大朋友或小朋友都能夠在參與運動
的過程中增強自信、獲得成就感。活動期
間，父母可帶上孩子一同參與遊戲，藉此增
進愛與親情，並在享受遊戲的同時開心抗
疫。

全城新興運動節下周四啟動

體院與公大簽訂合作備忘錄

■■李翠莎博士李翠莎博士（（右右））與區啟明教授簽與區啟明教授簽
署合作備忘錄署合作備忘錄。。 體院圖片體院圖片

■■中國著名車手馬青驊中國著名車手馬青驊
將征戰澳門格蘭披治大將征戰澳門格蘭披治大
賽車賽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天津女排隊長姚迪天津女排隊長姚迪（（中中））在出征儀式上接過旗幟在出征儀式上接過旗幟。。 中新社中新社

■■朱婷出席出征朱婷出席出征
儀式儀式。。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