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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龍獅無懼寒冬 繼續逆市加碼

李志堅：衝出香港 揚威亞洲
富力、元朗及大埔相繼退賽，今季港超只餘 8 支球隊角逐，「足壇寒冬」之說再次不脛
而走，經濟及疫情等不明朗因素夾擊下，本地勁旅東方龍獅拒絕悲觀，逆市加大投入，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續增兵，誓要在亞洲賽踢出成績為港爭光。

首季獅 執就 教令 東球 方隊 龍成

為盃賽「雙冠王」的主帥李
志堅坦言，今季目標必定放得更高更遠，
即使甫開季即迎來嚴重的傷兵潮，劍指聯
賽冠軍以及在亞洲賽爭取好成績的目標仍
然未改：「今年的最大目標肯定是聯賽及
亞洲賽，期待在香港以外也能做出成績，
雖然目前傷兵問題很嚴重，費蘭度預計明
年 1 月才可復出，幾名主力亦有傷在身，
的確令我們失去預算，不過能夠在亞洲賽
得到代表香港的機會，一定會盡全力為港
爭光，能力愈大責任愈大，這些壓力會迫
使我們繼續進步。」

球會上下必須
「一條心」

■東方主帥李志堅
東方主帥李志堅。
。

自08年帶領深水埗升上甲組，不知不覺
李志堅已在本地頂級聯賽征戰 12個年頭，
沒有一步登天的幸運，卻在多年累積下贏
盡本地足壇所有殊榮，他表示這12年是學
習的過程，也是堅持的成果。他說：「在
深水埗升上甲組後以全華班出戰開始，遇

資料圖片

到過很多困難挫折，對自己會產生懷疑，
球員也會動搖，如何在切合實際情況仍堅
持原則，是這段期間的最大得着。」
而李志堅所指的堅持，就是球會上下必
須「一條心」，這亦是他執教理念中最重
要的一環：「要球員們在短時間內團結一
致不難，但要整個球會由老闆到所有職球
員長期上下一心卻很難，我相信只要全體
方向一樣，就算一時半刻未能成功，總有
一天成功會來臨，只要方向清晰，剩下來
就只是找對方法的問題。」

完整產業鏈比青訓更重要
多間球會退賽加上疫情未明，香港球
市寒冬之說又再興起，李志堅認為保持
正面態度最重要：「比起很多行業，
疫情對足球的影響其實不算最大，我
覺得也不用太過悲觀，作為球壇中
人，保持正面態度很重要，東方在疫
情期間沒有減薪或裁員，甚至加大投
入及增兵，我們希望這些舉動可以為
香港球市帶來正面訊息。」
▶ 去年
去年，
， 李志堅以大埔主帥身
份當選「
份當選
「最佳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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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慶燁林恩許加盟 東方解兵困
■馮慶燁

將齊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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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中國．鄭州 2020 國
際乒聯總決賽昨日在河南鄭州
奧體中心體育館開幕，以東道
主身份出賽的國乒眾將全部輕
鬆取得首勝。香港「一姐」杜
凱琹昨無戰事，今迎戰日本名
將伊藤美誠。
昨日在首日比賽披甲的國乒
戰將包括男單的樊振東、馬
龍、許昕及女單的陳夢、孫穎
莎、王曼昱、王藝迪，除陳夢
一人以4：2獲勝外，其餘6人全
部以4：0橫掃對手晉級8強。
至於其他各場比賽則接連爆
冷。女單 16 強賽，經過 6 局酣
戰，德國猛將索爾佳以 4：2 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在能
興集團的持續投入下，東方龍獅近年成
為香港足、籃壇的中流砥柱，一直致力
發展體育業務的能興集團今年更入主以
青訓見稱的法乙球會索察，希望藉着歐
洲的資源為亞洲球員帶來更大的發展空
間。
能興集團自 2016 年入主東方體育會後
東方龍獅足球隊及籃球隊一直壯大，上
季足球隊成為盃賽「雙冠王」，而籃球

隊則曾奪得 ABL 冠軍。除香港外，能興
集團的體育業務亦遍布珠三角地區，
CBA 球隊時代中國廣州龍獅及澳門首支
職業籃球隊澳門黑熊亦屬能興旗下。
今年能興集團更進軍歐洲入主法乙球
會索察，法國名宿杜林之子馬古斯杜林
正是索察的青訓產品之一，最近亦入選
法國國家隊並正選上陣，集團希望藉着
歐洲球會的青訓資源，拓展亞洲球員的
可能性及上升空間。

上海雙雄齊勝 亞冠開門紅

■樊振東以4：0輕取韓國選手鄭榮植。

■ 國際乒聯首席執行官史蒂夫
．丹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能興拓展體育業務
助力亞洲球員

■林恩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轉戰勝新加坡老將馮天薇晉
級。而在男子 16 強賽中，日本
名將張本智和在 2：0 領先的情
況下，慘遭逆轉，最終以 3：4
負於韓國選手張禹珍，無緣 8
強。
本次總決賽是疫情發生以
來，在內地舉辦的第一個有觀
眾入場觀賽的國際體育賽事。
對此，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
理事會主席、中國乒乓球協會
主席劉國梁說，「聽到現場觀
眾的歡呼、看到大家在揮手致
意的時候，一種久違的熟悉感
回來了。」
劉國梁說，過去這一階段推
進的每一項賽事和取得的每一
個成果，都意味着世界競技體
育離重返自由又近了一步，
「在威海，我們的球員回歸了
賽場。這一次，我們的球迷也
回來了。」
而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理
事、國際乒乓球聯合會首席執
行官史蒂夫．丹頓在開幕致辭
時還「秀」起了中文：「乒乓
球是最早重啟國際比賽的體育
運動，我們都能看到所有的人
已經付出了很多努力，讓我們
感覺非常激動。」

亞冠盃小組賽，當地時間18日起
展開首輪較量。上海「雙雄」──
上海申花與上海上港分別以2：1挫
澳洲珀斯光輝與澳洲FC悉尼取得開
門紅。其中上海申花更是時隔11年
再次在亞冠取得勝利。
申花上一次在亞冠取勝還要追
溯到 2009 年，當時申花在亞冠小
組賽中 2：1 戰勝水原三星，隨後
的 16 場亞冠比賽中再無勝績，戰
績是9平7負。
開場之後，申花很快進入狀態，
第 7 分鐘便取得進球，于漢超搶斷
之後分給前場左側的朱建榮，後者
倒三角回傳，彭欣力跟進推射遠角

長話
短說

破門，申花1：0領先，彭欣力打入
個人亞冠首球。
落後一球的珀斯光輝積極進
攻，隊長卡斯特羅表現活躍，兩
隊基本形成均勢，在中場展開拉
鋸 戰 。 第 38 分 鐘 ， 申 花 打 出 反
擊，于漢超拿球後踩單車晃過對
方球員，面對門將小角度破門，
申花2：0領先結束上半場。
珀斯光輝在第81分鐘扳回一球，
英厄姆得球打門被李帥撲出，門前
右側的阿斯普羅波塔米蒂斯跟進補
射入網。全場比賽結束，申花2：1
戰勝珀斯光輝，取得小組賽開門
紅。
■新華社

北京冬奧會共有 19 個比賽日

北京冬奧組委日前發布北京冬奧會第七版競賽日程。共設7個
大項、15個分項、109個小項，共有19個比賽日。最早的比賽
是開幕式前2天進行的冰壺混合雙人循環賽；開幕式前1天將舉
行冰壺混合雙人循環賽、冰球女子預賽和自由式滑雪男子/女
子雪上技巧資格賽。2022 年 2 月 4 日開幕式當天將舉行花樣滑
冰團體賽的男單短節目、女單短節目和冰舞律舞，冰壺混合
雙人循環賽和冰球女子預賽；2022年2月20日閉幕式當天將舉
行冰球男子決賽、冰壺女子決賽、四人雪車決賽、越野滑雪女
子30公里集體出發決賽以及花樣滑冰的表演滑。
■中新社

草根達人爭做乒乓業餘球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2020 年全國乒乓球
「業餘球王」總決賽日前在河南鄭州奧體中心綜合訓練館開賽
（下圖），來自內地 26 支地方乒乓球協會代表隊的 400 餘名
「草根達人」競逐各項目組別的全國「業餘球王」。當日，中
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宣布比賽開賽。本次總決賽設有男、
女單打和男、女團體四個
項目，根據參賽選手的年
齡，分為男、女 15-30 歲
組、31-50 歲組、51-60 歲
組、61-70 歲組和 71 歲以
上組等組別，全部比賽將
於11月21日結束。

■于漢超
于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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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為申花建功
為申花建功。
。 法新社

韓職最佳教練有望中超掘金

國際乒聯總決賽 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為挑戰本地各大
錦標及亞洲賽，東方龍獅昨日宣布再添兩名新
兵，上季効力富力的馮慶燁及林恩許已落實加盟
並於操練中亮相，對傷兵滿營的東方而言可謂及
時雨。
林恩許及馮慶燁在上季停擺期間加盟富力，其後卻
不符上陣資格未能在復賽中出場，令兩名球員大半年
來未有在正式賽事中上陣。現年28歲的林恩許對重
返賽場感到高興：「富力退賽後我只能以跑步保持狀
態，現在可以回到球場感覺非常好，我已很久沒有正
式比賽，尋回比賽狀態是現在最迫切的目標。」
林恩許與東方助教盧比度以及養傷中的費蘭度均
來自傑志，這名中場球員認為合作上問題不大，相
信自己很快能融入球隊。東方主帥李志堅認為林恩
許及馮慶燁的加盟令球隊調動更為靈活，尤其是林
恩許能在亞洲賽註冊為亞援，球隊多線作戰的負擔
會有所減輕。

每逢球市面對困境，提倡青訓的聲音總
是不絕於耳，李志堅表示比起單單着重青
訓，發展整個足球產業更重要：「青訓當
然重要，不過當當打球員也面對無班落的
困境，年輕球員怎會看到將來，父母看到
球員前景黯淡，又怎會放心讓子女投入青
訓，職業足球當以工作為先，打造出完整
的產業鏈，讓青少年以至退役球員都有光
明的願景，香港足球才能真正壯大，這亦
是東方龍獅的終極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月
初剛獲封為韓職最佳
教練的金基東，據報
已拒絕與浦項製鐵續
約，新一季有望赴中
超「掘金」。
紅褲子出身的金基
東現年 48 歲，司職
防守中場的他曾為浦
項製鐵贏過亞冠、韓
■韓職最佳教練金基東或赴中
職、足總盃及聯賽盃
超，成為崔康熙第二
成為崔康熙第二。
。
各大小錦標。2011年
於浦項掛靴後，便開始發展教練生涯。在崔淳鎬執教
浦項期間，金基東已是他的首席助教，2019年崔淳鎬
下課，金基東便臨危受命成為主教練，帶領球隊由接
手時的排名第9，節節上升到第4名完季。今季浦項雖
然在韓職屈居在全北汽車及蔚山現代之後得季軍，但
金基東卻在本月初揭曉的最佳教練選舉中，力壓莫理
斯及金度勛，在教練生涯第2年便獲殊榮。
有報道指，金基東季後並未與球會續約，更有機會踏
足中超。曾執教全北汽車的崔康熙，於2019年當選韓
職最佳教練後，便以 200 萬美元年薪轉投中超上海申
花，更成功帶領新東家奪得亞冠入場券。據報金基東已
吸引到多間中超球會垂青，有球會願意開出年薪150萬
美元的合約利誘其加盟，有機會成為下一位崔康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