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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盃次仗 港足慘吞日本五蛋

北京時間12月13日晚，德國知名足球運動員奧斯爾在多個社
交媒體個人賬號發表支持「東突」的不當言論，引起中國球迷和
輿論廣泛關注和抗議。
澎湃新聞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足協。足協官員表示：「作為一
名知名球員，奧斯爾發表如此不當言論，中國足協對此表示極大
憤慨和失望。『東突』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分裂
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是為全世界愛好和平者所唾棄的。
奧斯爾的言論對於許多關注他的中國球迷來說無疑是一種傷害，
同時他的言論也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我
們無法接受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
亞足球錦標賽（東亞盃）第2輪賽
事，港足不但未能重溫十年前東亞運
打敗日本的美夢，相反更因為刻意輪
換主力，遭日本連灌5球，以0：5大
敗收場，平了2010年決賽周不敵韓國
的最懸殊紀錄。
東亞盃決賽周每隊要在8日內應付3
場大戰，因此各隊都會輪換球員，以
保存體力迎接最後一戰。相比起人才
濟濟的國足選拔隊及日韓兩隊，港隊

陣容明顯吃虧，14日晚正選

11人只保留了黃洋、唐建文及徐宏傑
3將，不幸地幾個失球都與他們有
關，大敗實屬合理戰果。
港隊在8屆東亞盃歷史，只曾3次
出線決賽周，不但錄得連場敗績，更
是一球未進，不過這項不名譽紀錄差
一點便能打破。港隊56分鐘一次死球
送入對方禁區，鄭展龍把握門將出迎
打出不遠截得來球，再機智地騙過兩
名守衛起左腳施射，惟皮球最終欠運
地擦過門楣出界。最終日本隊以5：0
大捷。

中國足協回應奧斯爾言論：
無法接受

▶港將陳肇鈞（紅衫）成功避過日本
球員的攔截。 路透社

英超專題
英超專題

■■鄧肯費格遜着鄧肯費格遜着
力於激發球員的力於激發球員的
戰意戰意，，並先求以並先求以
簡單直接的踢法簡單直接的踢法
讓球會重新站穩讓球會重新站穩
陣腳陣腳。。 美聯社美聯社

■■不只為短線反不只為短線反
彈彈，，龍格保更希望龍格保更希望
為阿仙奴打造一個為阿仙奴打造一個
能長遠保持競爭力能長遠保持競爭力
的陣容的陣容。。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郭

正謙正謙）） 今季英超阿仙奴今季英超阿仙奴

與愛華頓同病相憐與愛華頓同病相憐，，季前季前

大灑金錢增兵大灑金錢增兵，，如今卻只如今卻只

能在積分榜中下游掙扎能在積分榜中下游掙扎，，

近期更要換帥尋找出路近期更要換帥尋找出路。。

調整發展方針之下兩支球調整發展方針之下兩支球

隊均決定回歸基本步隊均決定回歸基本步，，起起

用球會名宿擔任主帥用球會名宿擔任主帥，，加加

上提拔青訓產品上提拔青訓產品，，希望重希望重

振軍心返回正軌振軍心返回正軌。。

世羽總決賽 中國鎖定混雙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2019年世界羽聯年終總決賽14日繼續在廣州
進行，在當日的準決賽中，中國羽隊喜憂參

半。在混雙比賽中，鄭思維/黃雅瓊21：7、12：21及
21：16復仇日本組合渡邊勇大/東野有紗，與隊友王懿
律/黃東萍會師決賽，後者直落兩局輕取泰國組合德差波
爾/沙西麗，國羽混雙鎖定冠亞軍。男單獨苗諶龍以兩個
15：21再次負於印尼名將金廷，無緣男單決賽。

許昕 劉詩雯總決賽混雙稱王

■■李慧詩在世李慧詩在世
界盃爭先賽未界盃爭先賽未
逢敵手逢敵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慧詩李慧詩（（右右））在上月在上月
的世界盃香港站勇奪爭的世界盃香港站勇奪爭
先賽冠軍先賽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
淦）14日於小西灣運動場上演
的香港菁英盃 B 組「榜尾大
戰」，缺少了兩名港腳主力的
和富大埔，以2：4不敵愉園，
本季第 5 次在領先下未能勝
出，入球功臣金玟基更於比賽
末段被逐，將錯過高級組銀牌
對理文的準決賽。
由於辛祖及孫銘謙正為港出

征，和富大埔14日未能以最強
陣容作賽，不過8分鐘仍能憑羅
振廷建功先開紀錄。然而，和富
大埔今季有個奇怪現象，就是取
得領先之下，最終勝出的比率只
有33%，不幸地今次亦重蹈覆
轍。
愉園上半場35及37分鐘已有

加維蘭及朱偉鈞連環建功反
先，換邊後金玟基一度追平2：
2，惟雲美亞斯 72 分鐘擺烏
龍，加上加維蘭78分鐘奠勝，
和富大埔再一次遭逆轉，以2：
4敗陣，2戰皆北仍居榜末；愉
園則成功中止各項賽事5連敗
走勢。

體壇
縱橫

世界反興奮劑
組織決定禁止俄
羅斯參加未來 4
年包括東京奧運
會和卡塔爾世界盃足球賽等大型體
育運動會，這種處罰的嚴厲程度前
所未見，4年禁賽足以令有些運動員
提早「收山」了。

談「藥」色變，競技體育運動有
龐大的利潤市場，也是運動員可以
積聚財富的舞台，有些運動員為了

利益鋌而走險結果葬送了前程，羞辱了自己
和國家。香港體育傳媒對體育禁藥的認識和
報道，始於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賓‧莊遜事
件，當年這位加拿大飛人在賽道上屢次擊敗
美國田徑天王劉易斯，因此漢城奧運的百米
比賽舉世矚目，電視直播比賽全過程，觀眾
看到賓‧莊遜明顯地差不多快過劉易斯一個
身位衝過終點，把漢城奧運的百米飛人金牌
穩妥地袋落袋，即晚當賓‧莊遜帶着他的金
牌到機場準備登機返國前，國際奧委會爆出
了大新聞，證據確鑿地宣佈因賓‧莊遜服了
禁藥要褫奪他的金牌。事後有報道透露在漢
城奧運會揭幕前，反禁藥組織已研發了一種
新的科技，可以檢測到賓‧莊遜所服用的禁
藥，這次是有意等待這隻狐狸跌落捕網中。

體育運動中的違禁藥物非一般人所能認
識，對於體育傳媒來說要報道便要了解它，
因此香港奧委會的張維醫生當年便應邀為香
港的體育記者上了一堂禁藥課，讓記者們獲
益良多。

隨着香港的體育水平提高，在亞洲和國際
上都可佔據一席位置，因而興奮劑的問題也
不會被輕視，幸好有香港體育學院的專家們
為運動員把關，讓香港體壇保持最大程度的
清白。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興奮劑與反興
奪劑的鬥爭不會在體壇內偃旗息鼓。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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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許嘉樂（左）盤球突破愉園盧斯安奴的
防守。 足總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再顯王
者本色，14日在世界盃場地單車賽澳洲
站，以場數2：0擊敗澳洲勁敵摩頓，延
續自從2018年6月下旬以來爭先賽不敗
戰績。
場地單車世界盃澳洲站在布里斯班舉
行，李慧詩在14日上午進行的200米個人
計時賽中，以10秒387成績位列36位車手
中首名，直接晉級16強。另一港將李海恩
則以10秒955第20名的姿態晉級。
首輪淘汰賽，李海恩不敵意大利選手

Miriam Vece遭淘汰；李慧詩則以0.361
秒優勢力壓美國選手Madalyn Godby晉
級8強。之後的半準決賽及準決賽，Sar-
ah繼續銳不可當，先後淘汰烏克蘭與俄

羅斯敵手殺入決賽。
冠軍爭霸戰，李慧詩面對「老對

手」、澳洲名將摩頓，儘管後者擁主場
之利，但仍無力撼動香港「女車神」的
霸主地位。決賽首戰，李慧詩以11.303
秒的成績先勝一仗；第二戰，李慧詩同
樣未受考驗，以11.239秒的成績擊敗摩
頓封后。連同今次澳洲站的在內，Sarah
在今季世界盃四站未逢敵手，包攬女子
爭先賽全部金牌。李慧詩將轉戰凱林
賽，力爭雙冠。
女子麥迪遜方面，港隊今站變陣由梁

寶儀夥拍逄瑤上陣，兩人合作無間、擦
出火花，最終以第4名完成，改寫梁寶
儀／楊倩玉在香港站名列第7所創下的
世界盃最佳成績。

李慧詩挫摩頓 世盃爭先賽四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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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未來
龍格保鍛煉新「兵」鄧肯費格遜升「華」爭勝心

阿記拖肥名宿整軍

季初一口氣豪花1.5億英鎊
大舉增兵，今季希望大

展拳腳的阿仙奴收穫與付出卻
不成正比。被寄予厚望的大衛
雷斯未能成為防線領軍人物，
身價達7,200萬英鎊的翼鋒尼
高拉斯比比亦被冠上「水貨」

之名，脆弱的防線與球員欠缺鬥心的表現最
終令名帥艾馬利黯然下台，換上球員時代協
助阿仙奴奪冠無數的龍格保擔任代領隊。
「兵工廠」易帥之初成績未得到即時改善，
直至上周對韋斯咸龍格保才取得首場勝仗，
在歐霸盃亦順利以小組首名出線。

阿仙奴中前場小將冒起
負責阿仙奴青訓多年的龍格保深知自己的
帥位只是暫時性，唯希望盡量協助更多小將
上位為球隊未來鋪路。這位42歲瑞典傳奇中
場說過：「當然年輕球員仍需要更多的比賽
累積經驗，但他們用表現展示了信念和實
力，小將們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了未來希
望。」韋洛克、布卡約沙卡及馬天尼利等極

具天分的中前場小將將是阿仙奴能否復興的
關鍵，今周主場面對勁旅曼城，且看這班阿
記的初生之犢能否創造奇跡。
愛華頓自馬高施華2018年上任後豪花近兩
億英鎊買人，希望擺脫「黑馬」之名成為真
正勁旅。不過，球隊今季成績卻一落千丈，
甚至一度捲入護級漩渦，最終導致馬高施華
下台，由名宿鄧肯費格遜臨危受命。這位球
員時代以火爆脾氣見稱的前鋒上任首仗即有

佳作，帶領「拖肥糖」主場以3：1擊敗車路
士。鄧肯費格遜將陣式改為442強調簡單直接
的踢法，球員知恥近乎勇下成功發揮出這簡
單陣式的威力。

愛華頓出奇兵肩負重任
鄧肯費格遜表示，自己任內最主要的工作

是令球員重拾對比賽的熱情：「大家都可以
看到，我在場邊表現很激情，我們的球員需

要這種鼓勵，這是我的風格，亦希望球員可
以像我一樣全情投入比賽。」愛華頓今季簽
入意大利新星摩斯堅恩與伊禾比等年輕鋒
將，不過關鍵時刻拯救球隊的卻是名氣不大
的卡維特利雲。這名22歲鋒線奇兵梅開二度
成為球隊擊敗車路士的功臣，而他3年前加盟
愛華頓的身價僅是150萬英鎊，他不知疲倦的
跑動以及拚勁十足的鬥志，才是身陷低潮的
愛華頓當前最需要的特質。

■■身高身高11米米8787的卡維特利雲擅的卡維特利雲擅
頂頭槌頂頭槌，，制空力強制空力強。。 路透社路透社

■■馬天尼利馬天尼利
有潛質成為有潛質成為
未來之星未來之星。。

路透社路透社

■■年僅年僅1818歲的布卡約沙卡歲的布卡約沙卡，，本賽季為阿仙奴出本賽季為阿仙奴出
戰了戰了1313場比賽場比賽，，其中在歐霸盃取得其中在歐霸盃取得22個入球個入球。。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國際乒聯巡迴賽總決賽首個
冠軍 14 日產生。中國乒隊組合許
昕/劉詩雯在0：2落後的情況下連
扳3局上演大逆轉，力剋日本水谷
隼/伊藤美誠加冕混雙冠軍，5局比
分為：9：11、6：11、11：3、11：
8、11：9。許昕賽後稱，奧運越來

越近，需要加強的東西有很多，必
須有真正實力才能擴大優勢。而劉
詩雯賽後說：「上來0：2落後，感
覺我們還沒有完全找到比賽的節
奏，對許昕來講非常不容易，前一
天的比賽他打到很晚，今天（14
日）還要拚命調動自己，這場比賽
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鍛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