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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盼沈金康暫不言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為香港隊贏得倫敦奧運單車女子凱琳賽
銅牌的李慧詩，昨日出席商場活動時表示，憂慮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退休
後，對車隊造成一定影響，故盼「恩師」暫不言退。
李慧詩過去3天先後出席中國奧運金牌訪港的分享活動後，昨日又出席
商場活動，分享她今屆奧運之旅的成功故事，她的母校天主教梁式芝中學
的一批學妹亦有出席。談及香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表示將會退休，李慧
詩認為，「目前香港單車隊需要總教練沈金康，一旦他要退休會對車隊有
一定影響。對於沈教練退休之事，我相信單車總會有明智的決定，自己身
為運動員不可能做到些什麼；我只有希望沈教練繼續可以執教車隊，待車
隊組織更為成熟和架構完整後才退休，這會對車隊有利。」

體
育
世
界

赴廣州報到 展新一輪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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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出席完活動後，李慧詩已動身北上廣州向香港單車隊報到，又要
為下一個賽事9月的全國賽，展開新一輪的備戰訓練。在臨行前，一班到
場支持李慧詩的學妹們送上手製賀卡和紀念品，令「牛下女車神」憶起學
生時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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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娃曾以為自
己有喜。 路透社

本年度網壇最後一個大滿貫賽事—
2012年美國網球公開賽於香港時間28日
在紐約阿瑟．阿什球場開拍。儘管遭遇暴
■李娜大力回球。

路透社

雨突襲，比賽被迫中斷2個多小時，但狀
態回勇的中國網壇「一姐」李娜還是以
6：2、6：3直落兩盤，擊敗英國小將屈
臣晉級第二輪，打破了連續兩年的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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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電報道，2012美國
網球公開賽於香港時間28
日結束了首輪的爭奪。
網壇第一美女舒拉寶
娃，以兩個6：2橫掃匈
牙利選手辛克順利晉
級。奧運會後一直備受
胃病困擾的「舒娃」
，賽後
自爆曾以為懷孕，另外她還透
露總統獎給她的新轎車被老爸「偷
走」
。

「一輪遊」魔咒。

向觀
在賽後 社
娜
李
■
新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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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潔力擋來
球。 美聯社

雖 但來到北美硬地賽季後，李娜

然在奧運會上首輪即遭淘汰，

的表現非常出色；她在羅傑斯盃上獲
得亞軍，在辛辛那提打破14個月「冠軍荒」。首 年曾在法網淘汰美國名將莎蓮娜威廉斯的法國名將
輪，李娜面對的是此前從未交過手的英國新秀屈 拉扎諾。在4：6先失一盤的情況下，鄭潔頑強地以
臣。第一盤李娜6：2取勝，次盤戰至5：3領先時出 6：2將比分扳平，隨後拉扎諾宣佈因傷退賽，鄭潔
現小插曲，現場突然下起暴雨，比賽就此中斷。近 晉級第二輪。奧運會三朝元老鄭潔在賽後表示，受
2個多小時的漫長等待後，李娜僅用時3分鐘便輕鬆 教練兼丈夫張宇和雙打新搭檔斯洛文尼亞名將斯萊
擊破對手發球局，最終以6：3鎖定勝局，擺脫了過 伯尼克的影響，她更加堅定了出戰下屆里約奧運會
的目標。
去2年美網首輪出局的陰影。
今年8月在倫敦奧運會上，第3次出征奧運會的鄭
在新教練羅德里格斯的調教下，李娜的穩定性和
控制力都有了不錯的提升。她毫不掩飾對新帥的 潔先是女單首輪出局，接 又在女雙第3輪出現勝
信任，「他不會給我任何壓力，使我感覺非常舒 機的情況下被對手逆轉，擋在了獎牌大戰門外，賽
服。不管比分如何，只要我在場上看到他，就 後她不住地流下了熱淚，甚至產生了與奧運會說再
能感覺到團隊的支持，現在大家的分工更為明 見的念頭。鄭潔的教練兼丈夫張宇當時安慰她說：
確，我也不用困擾在丈夫和教練之間尋找平衡 「誰說(倫敦奧運會)是最後一屆？如果你想打，什麼
了。」下一輪，李娜將對壘澳洲左手將德拉 情況都可以發生。」鄭潔說，她在技戰術打法和肢
體語言上從斯萊伯尼克那裡學到了很多新東西，而
奎爾，此前兩次交手她均直落兩盤取勝。
且她的新搭檔也鼓勵她繼續征戰，「我覺得只要願
鄭潔過關 想打下屆奧運
意打，單打我不敢保證，但雙打應該還能再打一屆
另一中國金花，28號種子的鄭潔首輪面對今 (奧運會)。」
■中新社/新華社

否認年底完婚傳聞
「舒娃」因胃部不適退出了蒙特利
爾、辛辛那提兩站比賽，而為此她還
曾懷疑自己是否懷孕；「舒娃」還特
地做了婦產科檢查，「真的很奇怪，
他們說我沒有懷孕，我真的很想問醫
生，能不能把錢還給我。」此外，
「舒娃」也再次否認了年底完婚的傳
聞，「我並沒有打算11月結婚，那都
是謠言，我很驚訝大家就這樣相信
了。」
奧運會摘得女單銀牌的「舒娃」
，俄
羅斯總統普京獎勵給她一輛新車。對
此，「舒娃」表示這輛車送給了她老
爸。「我爸把車『偷走』了」
，「舒娃」
開玩笑道，「我得了獎牌，他得到了
車。獎牌可以隨身帶 ，但是把車從
俄羅斯運出來太費勁了。」 ■中新社

體壇短訊
港足首訓 內憂浮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
足球代表隊昨日展開新一期訓練，為
備戰12月於香港舉行的「2013東亞足
球聯盟錦標賽」外圍賽賽事，惟首課
訓練未獲各支甲組會支持，內憂浮
現。南華的積施利、謝家強因未有香
港特區護照，故球會不放人；加上橫
濱FC(香港)的幾名大港腳將要出戰今
晚在旺角場的U21港足友賽，故缺席訓
練。就此，港足主教練摩力克對此怨
聲載道：「他們不參與港隊訓練，根
本看不到他們的能力、踢法和狀態。」
另外，U21港足將於今晚7時30分於旺
角大球場與澳洲19歲以下代表隊進行
友賽，比賽將開放第1段至第14段觀
眾席，讓球迷免費入場支持港隊。

六十年代著名球星
陳燦林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 陳燦林慟於二○一
二年八月六日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六
歲。陳燦林，六十年代著名足球員，
曾 力愉園等甲組球會；職司左後
衛，憑其碩朗、勇悍、優秀腳法馳名
球壇。
陳燦林定於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下午五時至晚上十時，於北角香港殯
儀館設靈，安息禮拜於晚上八時正開
始，並於翌日九月一日（星期六）上
午十一時出殯，遺體安葬於柴灣華人
永遠墳場，特此敬告諸好友。

李宗偉明年迎娶黃妙珠
據馬新社報道，馬來西亞羽球第一男單名將李宗
偉將在明年結束單身生活，迎娶大馬前第一女單黃
妙珠。這名倫敦奧運羽毛球男單銀牌得主27日對馬
新社說，他與黃妙珠已開始計劃人生大事，惟他拒
絕透露結婚的日期和地點。
「或許我會引退(羽壇)，因為重要的賽事已完成。
我已不年輕了，所以已開始計劃(結婚)。」在這之
前，現年30歲的李宗偉曾透露會在明年結婚，惟始
終沒有正式和公開承認「女主人」的身份。李宗偉
說，他當時不希望他的感情問題影響到出征奧運的
準備工作，「我和她(黃妙珠)已在一起多年，不過，
我有時候沒有時間，以及需要專注於我的事業，我
們偶爾也會吵架。」針對他的感情史，李宗偉透
露，他於2009年在韓國受訓時曾與黃妙珠分手，不
過，兩人在1年後復合。

■李宗偉(右)與黃妙珠將拉埋天窗。

陶菲克確定退役時間
另外，雅典奧運冠軍、印尼羽毛球運動員陶菲克28
日稱，未來還想打十個國際比賽，打完明年6月的印
尼羽毛球公開賽，就會選擇退役。陶菲克是世界羽壇
男單運動員中第一位集奧運會、亞運會、世錦賽、湯
姆斯盃冠軍於一身的大滿貫球員，也是印尼公開賽六
冠王得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西班牙男籃國
手加素。 法新社

■印尼名將陶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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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士唐配合調查
可保住環法5冠

據美國反興奮劑機構主席泰格特
在日前接受《今日美國》報採訪時
表示，如果美國單車名將岩士唐配
合調查，表現出誠實性並且坦白交
代所知的單車項目中的禁藥使用情
況，將有望根據有關規
定，保住1999年至2003
年的5個環法冠軍頭銜。
24日，在岩士唐宣佈
放棄與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的持續鬥爭後，美國反興
奮劑機構就宣佈剝奪
岩士唐獲得的7個
環法車手總冠軍
頭銜，同時還將
終生禁止其參加
單車賽事，原因
就是他從1998
年至2001年一
直服用違禁藥

打巴西奧運 加素未諗

西班牙籃球巨星加素近日接受採訪時
表示，他目前還沒考慮是否參加2016年
奧運會的問題；加素同時對「伊巴卡不
滿國家隊角色」的言論發表了自己的看
法。
之前有報道稱，伊巴卡對自己在倫敦

奧運會上出場時間太少心存不滿，且不
打算代表西班牙隊參加2016年巴西奧運
會。對此，加素認為伊巴卡應該以國家
利益為重，「我們都希望伊巴卡能為國
家隊多打幾年，他給西班牙隊帶來了很
多不同的東西。」

物以及輸血等。
在採訪中泰格特強調，「如果岩
士唐配合調查，並很誠實地交代服
用違禁藥物的事實以及提供證據，
那麼他將可以得到相關規定的支
持，很有可能保住5個環法冠軍頭
銜。」此前岩士唐的辯護律師
聲稱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無權處
罰岩士唐，唯一能夠處罰他的
只有國際單車聯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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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加素會參加2016年的奧運會嗎？
加素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直言現在談
這個還為時尚早。「談這個有些太早
了。我喜歡考慮一年內的規劃和目標，
我目前只關注下賽季幫助湖人去取得好
成績，幫助湖人去重返NBA總冠軍的寶
座。」加素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