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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港贏鹿角照樣出局

新華社

區隊

■侯克一度為上港燃起希望。

亞冠盃於 16 日晚繼續上演
16 強次回合比賽，結果上港上
海主場雖以 2：1 擊敗鹿島鹿
角，惟兩回合計仍以總比數
3：4落敗，未能晉身8強。
上海上港於上半場其實
有個好開始，趕及傷癒復出
的侯克於一次門前混戰中射
入，替主隊追至總比數僅落
後 2：3。然而，上港之後卻
未能延續氣勢，相反更被鹿
島鹿角取得不少具威脅埋

港超
-,
專題

門，若非鈴木優磨及金崎夢
生先後失機，早已經被扳
平。只是要來的始終要來，
鹿角終於 42 分鐘把握一次機
會，由土居聖真門前後腳建
功，助客軍把總比數再度拉
開至領先 4：2。
下半場上港收拾心情期望
收復失地，可惜侯克一次門前
無人看管射門，卻被反應奇快
的鹿角門將權純泰擋出，未能
再度取得領先。比賽到 80 分鐘

■上港隊球員傅
歡（右）在比賽
中爭頂。
中爭頂
。新華社

出現輕微變化，球證指鹿角守
將昌子源用手擋走上港埋門，
判罰 12 碼，侯克操刀中鵠，助
上港再追近至 3：4。可惜的
是，上港之後射門仍是無法撕
破權純泰的十指關，最終僅輸
1球出局。
同日另一場 16 強比賽，水
原藍翼主場以 3 球淨勝同屬韓
職的蔚山現代，兩回合計以
3：1反勝對手晉級8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近年，地區球隊在香港足運勢力崛起，今季的三支地區球隊和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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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冠忠南區以至陽光元朗都在聯賽以至盃賽取得成績，甚至有能力爭
*
+
奪亞洲賽的席位。然而地區球隊面對的困境，
卻沒有從成績中見到曙光，銀牌冠軍的元朗
更陷入缺贊助困境。

見
■南區班主陳文俊對區隊
遭遇感無奈。
遭遇感無奈
。 資料圖片

南 區 班 主：經 營 比 前 更 困 難
冠忠南區的班主陳文俊就坦言，若然冠
忠巴士退出，南區就不會參戰超聯。
曾經因為贊助問題，南區退出首屆的港超
聯，轉戰甲組，及後覓得冠忠支持而重返
頂級聯賽。陳文俊指出，現時的經營環境
可說比之前更差。

申請增加資助遭拒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 華杜斯或成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2017/
18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頒獎典禮”即將舉
行，席間會頒發“香港足球先生”、“香
港足球明星十一人”、“最佳教練”、
“最佳青年球員”、“最受球迷歡迎球
星”、“神射手”以及由現役港超聯註冊
球員投票選出的“球員之星”等獎項。
足總16日首先公佈了5個獎項的入圍
名單，當中傑志的前匈牙利國腳中場華杜
斯有望奪得 4 項大獎，當中包括“球員之
星”、“最受球迷歡迎球星”、“最佳11
人”及最終大獎“香港足球先生”。不
過，華杜斯在是次選舉上將遇到多名勁敵
挑戰，其中“球員之星”對手便有陽光元
朗雙寶艾華頓及法比奧。“最受球迷歡迎
球星”獎項則要遇上傑志隊友費蘭度，以
及和富大埔的李瀚灝挑戰。

■華杜斯
華杜斯（
（右）在今次選擇獲 4
項提名。
項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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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獎項方面，“最佳教練”會由傑
志的朱志光、陽光元朗的曾昭達及和富大
埔的李志堅競逐。而“最佳青年球員”則
有 4 位候選人，分別是傑志的鄭展龍、夢
想 FC 的林衍廷、和富大埔的陳俊樂及香
港飛馬的胡晉銘。

他指現時港府對區隊的資助，是每季
150 萬港元（下同），他們曾向政府提出增
加資助，但政府回應指遭到傳統球會“吃
醋”，故不願增加投資。他說：“政府說
其他球會吃醋，認為不可以偏幫區隊，要
一視同仁。我認為反而更要‘偏幫’。區
隊這種東西不是我們，是政府弄出來，怎
可混為一談呢。當年民政處與香港足總談
好，18 區派球隊參戰，擴闊個群眾基礎。
然後有些成功的就打上超聯，難道你叫他
們不要再搞，你要我們懶散去搞也行。你
可以看一下，如果這幾年沒我們區隊，球
圈會變成如何。”他指業餘跟職業是有很
大的差異：“業餘與職業是有好大的鴻
溝，我們五年前搞甲組，埋單都是 550 萬，
到今年，已經超過1千萬。”
他認為地區球隊才是足球的“王
道”：“我覺得地區足球才是王道。我們
都是由區議會的地區體育會搞出來，而且
我們區隊有區議會支持，所以不會做令區
議會丟臉的事。我們本身都是 NGO，所以
我們就算賺到錢，都是用在社區，如此對
於社區體育發展才有好處。”

示，陳艾森、施廷懋、曹緣將兼顧單
人和雙人項目。
此外，王涵、張家齊、掌敏潔、
昌雅妮、謝思埸、楊健、楊昊、練俊
傑、李政、司雅傑、邱波、陳藝文均
榜上有名。
周繼紅表示，經過兩站選拔最終
產生了此次出征跳水世界盃的 16 人
名單，對於正處在新舊交接的中國跳
水隊來說，此次大賽將為年輕運動員
提供鍛煉的機會，並為備戰 2020 年
東京奧運會積累經驗。
■中新社

甚至踩入電競領域。然而這些對於球隊爭
取贊助商以至資源，其實都沒太多的幫
助，到頭來還不過是靠身邊朋友或是地區
人士的支援：“有人問我，我贊助球隊可
以得到些什麼，我說，沒有的，當是支援
社區囉。”
然而另一個問題，是超聯成立之後，
球市卻一直沒得到太大的好轉，甚至去季
像是倒退。曾與羅傑承、伍健等倡議成立
港職聯的陳文俊指，現時足總沒辦法建構
好一個聯賽平台去吸引投資者。他說：
“現在沒人珍惜你這個平台，因為你賺不
到錢嘛。足總現在除了變得架構臃腫之
外，就沒有了。”當年倡議新職業聯賽要
獨立於足總運作，然而超聯的第四年，聯
賽仍由足總營運。他認為目前的狀況，足
總責無旁貸：“我問人怎看香港足球，他

們說，香港足球不好看。我再問，你看過
嗎？大多數人都說沒看過。問題就在於，
你的形象不好囉。”

提議取消評降制度
他指足總目前給人印象不夠專業，就
像去季，允許港會以及擁有特權的 R&F 富
力參賽，這些決定都使人失望。他解釋謂
富力如果沒有特權，也受本地的章則制
約，其實並不反對。此外像是接納凱景來
季升港超，以及繼續讓富力參賽，其實不
如把聯賽升降制取消，並提高參賽的門
檻，只讓有質素球隊參賽，花三至五年去
搞好聯賽的名聲來得更實際。他指：“其
實聯賽有 4 至 5 支區隊，再加 3、4 隊有質素
的其他球隊，那已經足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港超難吸引投資者
與大埔及元朗差不多，南區近年聯賽
的成績其實並不差，前季取得聯賽第 4 及銀
牌亞軍，去季更成為聯賽季軍，而且球隊

中國跳水隊公佈世界盃名單
第 21 屆國際泳聯跳水世界盃新
聞發佈會 16 日在武漢舉行，中國游
泳協會主席周繼紅公佈 16 人參賽名
單，其中包括奧運冠軍陳艾森、施廷
懋、曹緣和任茜等。
本屆跳水世界盃比賽設有男女單
人 3 米板、男女雙人 3 米板、男女混
合雙人 3 米板、男女單人 10 米台、男
女雙人 10 米台、男女混合雙人 10 米
台、混合全能等 11 個項目，共有來
自26個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參賽。
當日公佈的中國隊參賽名單顯

■ 南區來季仍會努力
爭取表現。
爭取表現
。 資料圖片

■南區在港超有不
俗成績。
俗成績
。 資料圖片

暢談土耳其生活

朱婷：信心大幅增強
■陳艾森（左）及楊健均會出戰世界盃。
資料圖片
■朱婷大談自己於土耳其的生活。
新華社

短訊

國足公佈亞洲盃集訓名單

張敬樂奪中聯計時賽冠軍

袁心玥爭奪銀河娛樂之星

為備戰參加 2019 年亞洲盃決賽階
段的比賽，中國足協15日在官網公佈了
24 人集訓名單，因傷告別國家隊已久的
廣州恒大老將鄭智榜上有名，隨他一同
入選的恒大球員還有曾誠、張琳芃和鄧
涵文。上海上港成為國腳大戶，共有包
括武磊、顏駿凌在內的6人入選。
■新華社

香港單車手“計時王”張敬樂，於
日前在河北省唐山市舉行的中國公路單
車聯賽首站比賽，以49分15秒500的成
績奪得男子40公里計時賽冠軍，天津的
史航及內蒙古的郝然則分列第2、3 名。
至於另一港將馮嘉豪，則獲得此賽殿
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國際排聯世界女子排球聯賽將於本月
22至24日在澳門舉行。而“銀河娛樂之
星”我最喜愛球員選舉亦已經展開。當中
中國隊的袁心玥及龔翔宇首次成為候選運
動員，其他候選球員包括波蘭隊的卡高莉
絲卡及文絲卡、泰國隊的保琳婕及艾查拉
蓬，以及塞爾維亞隊的拉錫及米哈洛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中國女排16日晚輕鬆挫敗比利時。
新華社

剛從土耳其回歸不久的中國女排主力朱婷，日前
接受央視《風雲會》的訪問，期間談及了自己的生
活。
朱婷表示，自己目前沒有受到傷患困擾，但經歷
漫長的球季後，疲勞感依然未完全減退：“始終打了
40 多場比賽，基本就是寓賽於操，加上對手級數高，
對體能消耗更大。”
談到在歐洲的收穫，朱婷就表示自己的信心的確
有所增強：“在歐洲我學會了如何分配體能，而當你
進入一家大球會，出戰高水平比賽機會亦會增加，在
不停的戰鬥下，我自覺水平已得到提升，而且已適應
了她們的球速，以後再遇到這類對手，我也不會害
怕。”此外，朱婷亦表示經過磨練後，現在已養成作
為主攻手的傲氣，在關鍵時刻更加願意挺身而出負責
進攻，這些都是外流歐洲的好處。
談到在土耳其的生活，朱婷就笑謂學會了“慢
活”：“土耳其到處都是咖啡室，而且生活節奏沒有
那麼快，你會感覺到可以坐在咖啡室一整個下午，好
好享受自己的人生。”
另一方面，中國女排則於16日晚的世界排球聯賽
寧波北侖站次日賽事，以直下落 3 盤輕取比利時，取
得兩戰全勝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