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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杯外圍賽賽程
日期

2013年2月6日

2013年3月22日

2013年10月15日

2013年11月15日

2013年11月19日

2014年3月5日

註：只列中國、港隊組別，前者主場

C組

沙特阿拉伯對中國

中國對伊拉克

印尼對中國

中國對印尼

中國對沙特阿拉伯

伊拉克對中國

E組

烏茲別克對香港

香港對越南

香港對阿聯酋

阿聯酋對香港

香港對烏茲別克

越南對香港

【本報訊】下周二主場迎戰馬來西亞
的香港足球代表隊，面臨 「攻喜守憂」的
兩極化問題，進攻有狀態大勇的歐陽耀冲
在練習賽貢獻兩入球、兩助攻，反而防線
在李志豪退隊、陳偉豪缺陣下，輕易被半
力出戰的晨曦入兩球。

推射掛網、角球彎入、致命直線與準
確傳中，港足昨晨與港甲 「護級分子」晨
曦的練習賽，成為歐陽耀冲的 「個人騷」
，入兩球外還助攻予鄧景煌與朱兆基。前
35 分鐘港足精銳盡出，只少了結婚請假
的李康廉，很快就領先半力出戰的晨曦4
球，只是鄧景煌與白鶴客串中堅欠缺默契
，後 35 分鐘被晨曦基藍馬、梁家希破門
，港足結果贏4：2。

練習賽貢獻兩入球
南華前日為陳偉豪申請下周二免役，

摩力克手上已無中堅可選，他說： 「港足
最大問題仍是防守。為此，我安排了黃洋
、朱兆基在防守中場支援防線。我們向前
跨進了一大步，上場練習賽有8名主力上
場時間受限的情況已不再出現，這次備戰
談不上很好，但算不錯。」中甲球隊廣東
日之泉本周覆實會否放陳肇麒回歸港足，
摩力克期望港足下月作客馬來西亞，陳偉
豪可以復出。

拾回自信的歐陽耀冲表示： 「可能
『餓波』一段時間，有機會上場特別有信

心，下周希望踢正選和入波吧。」獲港足

重召的鞠盈智，昨於球隊排 「無鋒陣」期
間與林嘉緯輪流在攻擊線前端活動，其表
現也獲摩帥讚揚。

亞洲杯賽昨抽籤
另外，亞洲足協昨為 2015 年亞洲杯

外圍賽分組抽籤，香港被抽入E組，對手
有越南、阿聯酋及烏茲別克。中國隊則與
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及印尼同在 C 組，
每組前兩名及五組成績最好的第3名球隊
入圍決賽周。

【本報記者史兵福州九日電】作為 「感謝福建
─中國舉重奧運金牌軍團八閩行」重頭戲之一的
「樸卡酒．中國力量之夜」慶功晚會，九日晚在福

州馬尾名城豪生大酒店舉行。會上，馬文廣代表國
際舉重聯合會和中國舉重協會分別向福建省政府和
福建省體育局授匾，感謝福建省對世界舉重發展和
中國舉重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

倫敦奧運會舉重冠軍王明娟、李雪英、林清峰
、呂小軍、周璐璐，亞軍吳景彪及金牌教練陳文斌
、萬建輝、于傑、賀益成、許敬法與福建省政協副
主席張燮飛，國際舉重聯合會秘書長、中國舉重協
會主席、國家體育總局舉摔柔中心主任馬文廣，福

州市長楊益民，福建省體育局局長徐正國等領導

出席了慶功晚會。
福建是中國舉重大省，為中國舉重培養了大批

優秀運動員、教練員。先後輸送22人進入國家隊，
共獲得奧運會金牌3枚、銀牌2枚、銅牌1枚，獲得
世錦賽金牌29枚，銀牌26枚，銅牌12枚。國家男
子舉重隊總教練陳文斌先後帶出了8位奧運冠軍和
一大批世界冠軍。福建連江的川石島和位於福州馬
尾臥龍山的馬江基地，已成為中國舉重的 「冠軍搖
籃」。

晚會上，國際舉重聯合會秘書長、中國舉重協
會主席、國家體育總局舉摔柔中心主任馬文廣，分
別代表國際舉聯和中國舉協向福建省政府和福建省
體育局授匾致謝，他說： 「福建是中國舉重的福地

，每次中國舉重軍團出征奧運前，都會到福建集訓
，並取得突出的參賽成績。」馬文廣希望福建省政
府及各界繼續關注支持中國舉重，中國舉重隊將以
中國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國的魅力和影響。

長期捐資支持中國舉重事業的福建企業家，也
再次表現出支持中國舉重軍團的巨大熱情。江中集
團此次不僅贊助了本次晚會，還現場向在倫敦奧運
會上取得優異成績的中國運動員和教練員頒發了獎
金。

據悉， 「感謝福建─中國舉重奧運金牌軍團
八閩行」活動還將走進福建師大、廈門市和武夷山
市，在答謝福建支持中國舉重的同時，也展示中國
舉重奧運金牌軍團的風采。

▲

馬文廣（左）向福建省
體育局局長徐正國贈送致
謝牌匾 史兵攝

▲江中集團代表（左一、
左二）向中國舉重倫敦奧
運冠亞軍得主和教練員獻
上鮮花後，再頒發不菲的
獎金。左三起：吳景彪、
王明娟、陳文斌、周璐璐
、許敬法、李雪英、萬建輝
、林清峰、賀益成、呂小
軍、于傑、江中集團代表

史兵攝

國際舉聯向閩省授匾致謝
閩企業家重獎中國舉重奧運軍團

【本報訊】1878 年創立的英超球
會曼聯，曾 19 次奪得英格蘭頂級聯賽
錦標、三度問鼎歐聯，是世界最具影響
力的球會之一，在香港也深受球迷愛戴
，更曾6次訪港，未嘗敗績，其中3次
是跟港甲老牌勁旅南華交手。

綽號 「紅魔鬼」的曼聯在 1975 年
首度訪港，以2：1擊敗流浪，到84年
來港與寶路華作賽就贏 4：2，兩年後
再到訪大球場，在曉士壓陣下 2：2 迫
和南華。上世紀 90 年代，曼聯曾兩次

令4萬座位的香港大球場爆滿：1997年
「紅魔鬼」在傑斯、簡東拿和碧咸缺陣

下，以 1：0 僅勝南華，當時曼聯陣中
有舒米高、舒寧咸、堅尼、史高斯等主
力，兩年後 「紅魔鬼」再與 「少林寺」
相約埔頭，憑舒寧咸和高爾入波贏2：0
。曼聯對上一次訪港是 2005 年對陣香
港代表隊，在史高斯、雲尼斯杜萊領軍
下贏2：0。

曼聯今季英超暫排聯賽榜次席，陣
中球星包括尹佩斯、朗尼、拿尼等人。

盛事基金同意撥款800萬資助

曼聯曾6度壓境

港足歐陽耀冲搶鏡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
國八日消息：曾經的 NBA
「得分王」麥基迪將轉戰

CBA（中國男子籃球職業
聯賽）。經過在 NBA 的 15
個職業生涯，如今 33 歲的
麥基迪今夏雖然跟隨馬刺、
紐約人等球隊試訓，但都未
能取得一紙合同，最終在中
國人氣極高的他決定到中國
打球。這消息亦得到青島隊
總經理生錫順的證實： 「我
們已達成口頭協議。」

近年飽受膝傷困擾的麥
基迪，上季獲得雄鷹為期一
年的合同，他場均出戰 16
分鐘，取得 5.3 分。這數字
雖然與他巔峰時期有差距，
但曾經在 35 秒內攻入 13 分
的他卻因曾在火箭和姚明搭
檔，而在內地有大量球迷。

據生錫順介紹，麥基迪
的經理人已確認了合同，後
者隨後會把合同帶給麥基迪
看看。

從《雅虎體育》的報道
來看，麥基迪很可能已經
答應了這份合同，就差簽
字落實而已。外媒預測麥
基迪最快會在周三落實有
關決定。

【本報訊】 「30 歲後我還可以打工，
但就好難再踢波了。」脫離甲組超過1年後
，東亞運金牌成員之一的阮健文，今晚有機
會在港甲賽場復出，以後備身份為新東家流
浪在銀牌初賽次回合戰公民，他後悔此前離
開甲組，現要努力彌補遺憾。（now634台
今晚7時45分直播）

去年夏天，阮健文被天水圍飛馬放棄，
口頭斟介好的港迪臨時放棄升班，頓成 「無
主孤魂」。 「很多隊都已組軍，去 『拍門』
求落班，條件當然不理想，於是改從事運輸
業，閒來踢乙組。」只是，那面已交給父親
收藏好的東亞運金牌，總是提醒阮健文舊日
的美好時光，他說： 「30 歲後還可從事其
他工作，但踢波就一定不行了，離開甲組後
有點後悔，畢竟，我小時候由青年軍踢起一
直上到大港腳，就此打住的話會有遺憾，這
次回歸就要盡量彌補。」

綽號 「細肥」的阮健文離開甲組1年，
體重增加逾 20 磅，他有信心成功減肥：
「過往都可以 1 個月減 15 磅，這次至少要

減 20 磅，跑步以外晚餐也只能吃一小碗飯
，辛苦一定會，但要忍耐。」他說，重返甲
組不求偉大成就，只想證明自己還有能力。

除了阮健文外，流浪新簽的一名前贊比
亞國腳中堅薩斯也在昨日抵港，該隊今晚8
時作客旺角場對公民，南非前鋒蘇馬將首度
亮相。賽事門票分收60元及20元（優惠票）
，首回合公民勝5：1。

張擇無緣對費達拿
■本報訊：上海網球大師賽昨

天繼續進行，中國的張擇在首圈以
直落兩盤 0：6、2：6 不敵中華台
北的盧彥勛，未能實現賽前的願望
與 「瑞士球王」費達拿會師次圈。

美國的伊士拿則在次圈與南非的奇雲安達臣經過三個
「搶七」定輸贏，最終8號種子伊士拿以7：6（7：3）

、6：7（8：10）、7：6（9：7）險勝躋身第三圈。
（now636及高清660台今午2時直播第二圈賽事）

NBA中國賽明燃戰火
■本報訊：NBA 中國賽將於明天燃起戰火，兩支

NBA 隊伍熱火和快艇前晚先後乘坐包機抵達北京，兩
隊將進行兩場表演賽。據悉，熱火的華迪將會披甲上陣
；快艇的基斯保羅則因大拇指的傷勢而不會落場獻技。

昨天的NBA季前熱身賽，勇士以83：80險勝爵士
，騎士則以91：85擊敗歐洲球隊錫耶納，速龍以102：95
力克歐洲豪門皇馬。

飛馬昨炒教練陳浩然
■本報訊：今季港甲足球聯賽戰績暫為 1 勝 2 和 2

負、排名第6的太陽飛馬，昨宣布與教練陳浩然終止合
約，後者成為今季港甲首名下課的教頭。飛馬領隊陳志
康暫代教練職務，該隊目前無意作人腳變動。本周六早
上友賽流浪，將是飛馬易帥後首場比賽。

傑志邀曼聯訪港樂觀傑志邀曼聯訪港樂觀
政府昨公布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同

意撥款，資助傑志邀請曼聯明年夏天亞
洲之旅期間來港比賽，伍健表示去年斟
介曼聯訪港 「觸礁」後，談判的大門並
沒有關閉，他說邀請曼聯訪港比賽是牽
涉數千萬港元的商業項目，初步計算過
門票、贊助及開支後，預期獲800萬港

元的資助就可成事，目前對 「紅魔鬼」
訪港成行感到樂觀。

未達協議不宜高調
由於傑志與曼聯未達成協議，伍健

說不宜過分高調： 「避免曼聯感到不快
，也不想讓球迷有太大期望，誤以為曼

聯明年來港一定會發生，但我們會盡力
斟介，況且雙方也不希望拖下去，爭取
盡快達成協議。」傑志今夏邀得阿仙奴
訪港，但尹佩斯與個別主力未有隨隊，
這次斟曼聯訪港就選定明年沒有世界杯
、歐洲國家杯的時機，伍健說若成事會
盡力爭取尹佩斯到來。

傑志目前已計劃對曼聯的外隊賽，
部分收入投放於賽馬會傑志中心及學費
全免的精英足球培訓計劃。

另外，傑志與南華合辦明年賀歲杯
足球賽，相關的財務安排已在昨日的香
港足總董事局會議上作初步討論。

【本報訊】繼今夏邀請了阿仙奴訪港比賽後，港甲 「三冠王」
傑志已將明夏外隊賽邀約目標指向另一支英超著名球會曼聯，傑志
已展開與 「紅魔鬼」 的斟介工作，更獲港府盛事基金同意最多撥款
800萬港元資助，總領隊伍健對成功邀請曼聯訪港感樂觀，並表示
若成事會盡力爭取尹佩斯隨隊。

▲狀態大勇的歐陽耀冲（右）昨入兩
球及助攻兩次 本報攝

阮健文披甲流浪復出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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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運金牌球員阮健文，今晚重踏甲
組賽場 本報攝

▲▲

今季加盟曼聯的尹今季加盟曼聯的尹
佩斯，現已成為球隊佩斯，現已成為球隊
頭號球星頭號球星

▲

伍
健
有
信
心
斟
介
曼
聯
訪
港

本
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