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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瓶樣本尿檢結果呈陽性

■馬羽協副主席諾
爾扎向傳媒展示聲
明內容。
明內容
。 法新社

李宗偉面臨
李宗偉面臨
停賽兩年
■李宗偉在仁川
亞運奮力救球。
資料圖片

大馬政府為
「一哥」
聘頂尖律師

馬來西亞羽協昨日在吉隆坡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布，
馬來西亞羽協昨日在吉隆坡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布
，該國一名羽毛球選手
的 B 瓶樣本尿檢結果確認對禁藥地塞米松呈陽性
瓶樣本尿檢結果確認對禁藥地塞米松呈陽性，
，暫時被禁賽
暫時被禁賽。
。儘管大馬羽總
沒有披露該球員名字，
沒有披露該球員名字
，但廣泛消息來源均指出未能通過藥檢的是世
界「一哥
一哥」
」李宗偉
李宗偉，
，他正面臨停賽兩年的處分。
他正面臨停賽兩年的處分。

世界「一哥」李宗偉的 B 瓶尿樣被證呈陽性，就此馬來西亞政府為這位
現任羽壇男子世界第一的球手聘請了頂尖的律師，以求最大限度地減輕處
罰。
馬來西亞青年及體育部長凱里對媒體表示，他已經在聯繫著名的
體育律師摩根。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後者是當今排名前 20 的體
育律師，還曾經參與起草了世界反興奮劑條例。「雖然檢測已
經完成，但我們還在等待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結果。」凱里
透露，「一旦世界羽聯收到了檢測報告，他們將召開會議商
討下一步的處罰決定。」
大馬國家體育研究院首席執行員拿督南蘭表示，他們現在
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準備，以在世界羽聯聽證會上為李宗偉爭取
輕判。曾陪同李宗偉到挪威親自監督B瓶樣本檢測過程的南蘭
表示，由於 A 瓶和 B 瓶都是同一次抽取，結果一樣是很正常
的。他表示，他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全力準備下一步的行動，就是
收集好所有的證據，以在聽證會派上用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馬

羽協副主席諾爾扎說，世界羽聯簽署日期為 11 月 7 日的信件通知了他們這一結
果。但是，他表示地塞米松並非提高運動表現的藥物。諾爾扎說，此事將交由世界
羽聯興奮劑聽證小組處理，並且相關程序將會啟動。「在適當的時候，聽證小組將提供
聽證的時間、日期和地點。」不過，諾爾扎表示，在這段時間內，根據世界羽聯的相關
規定，他們無權公開這名運動員的姓名，他希望人們能夠保持足夠的耐心。諾爾扎亦
指出，涉及禁藥風波的羽球名將將暫時禁賽，直至世界羽聯召開的聽證會作出決定為
止。
馬羽協之前曾確認，該機構下的一名羽毛球運動員在今年舉行的一次錦標賽中藥檢
未能過關，但是並未透露這名運動員的姓名。不過，馬來西亞當地媒體則廣泛報
道，該運動員為男單世界頭號選手李宗偉，他在 8 月的世錦賽期間，尿樣被發
現含有違禁藥物地塞米松。李宗偉有機會面臨停賽兩年的處罰，但是他將有
機會在世界羽聯的聽證會上做出解釋。運動員仍可向國際體育
仲裁庭提出上訴。

獲得教練允許延長休假
另外，李宗偉的 B 瓶尿檢樣本證實呈
陽性結果後，有大馬記者到李宗偉家
欲了解詳情，但不見主人翁出現，
他家大門深鎖。其外籍女傭聽見
門鈴聲從屋裡探頭出來表示，
李宗偉一家人都不在，而她
本身則不方便發言。
大馬青年及體育部長凱
里表示說，從得知藥檢不
過關一事後，就一直與有
關球員保持聯繫，他近日
也強烈感受到對方面對 B
瓶藥檢結果的壓力。同
時，大馬羽總總經理吳
志強透露，李宗偉申請
延長多兩周的假期。他
說：「由於之前李宗
偉參加太多的比賽，
他獲得教練允許延長
休假。」同時吳志強
認為，「請不要把運
動員標籤為吸毒
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啟剛

李曉霞
■ 李曉霞摘取 2012 年倫敦奧運
會最佳女運動員獎。
會最佳女運動員獎
。
法新社

禁藥用於療傷
可要求豁免停賽
李宗偉是次涉及的禁藥是一種常被用來療傷的藥物地塞米松。地塞米松
是一種消炎類的藥物，因帶有興奮劑作用，所以明確標明運動員慎用。
據世界羽聯反興奮劑第 10.4 條規，運動員若證明該禁藥是用來治療傷
患，就可要求豁免兩年禁賽，最低懲罰是警告。即使最終的結果是
被禁賽，李宗偉仍可向國際體育仲裁庭上訴。世界羽聯聽證會將
由世界羽聯 3 名成員組成委員會，在作出懲罰的決定前，會給予
該球員辯護的機會。
馬來西亞青年及體育部長凱里透露，地塞米松在賽外藥檢是
被允許的，因此當時這名羽球員得以通過藥檢。他說：「7 月
17 日是那名球員近期內唯一服食含有地塞米松的藥物，而這
藥物理應在 10 天至兩個星期內就會代謝掉，如果這尿液樣本
對地塞米松呈陽性，就意味該名球員體內也許出現慢性代謝
的情況，而令藥物殘留在體內。」
另外，B 瓶尿樣結果出爐後，李宗偉將面對世界羽聯的聽證
會，判定他是否抵觸反禁藥條例，最終處罰結果將在最快20天
內出爐。據了解，觸犯藥檢條例的案例，運動員需要在 20 天內
向國家羽總和世界羽聯表態是否進行上訴，世界羽聯及國家羽總
也需將聽證會的判決及上訴結果，通報給世界反禁藥組織
（WADA）。根據世界反禁藥組織的慣例，運動員一旦涉及服用禁
藥，將面臨至少禁賽兩年的處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李宗偉
李宗偉B
B 尿液樣本仍
呈陽性。
呈陽性
。
路透社

膺國際奧協
最佳女運動員
新華社曼谷 8 日電 國家和地區奧林匹克委員
會協會（簡稱「國際奧協」）首屆大獎各獎項
結果於 7 日晚在曼谷揭曉，中國乒乓球運動員李
曉霞摘取 2012 年倫敦奧運會最佳女運動員獎，
前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獲得終身成就獎。
倫敦奧運會女單冠軍李曉霞在頒獎典禮上
說：「要感謝國際奧協給我頒這個獎項。倫敦
奧運會對我來講是一生難忘的經歷，同時也要
感謝中國奧委會對我多年來的支持及給予的鼓
勵。」
大獎共包括 13 個獎項，其中肯尼亞 800 米金
牌得主戴維．魯迪沙拿到 2012 年倫敦奧運會最
佳男運動員獎，法國手球隊和巴西排球隊分別
獲得 2012 年倫敦奧運會最佳男、女運動隊獎，

中華拾錦
中國拉力賽 一車手遇難

而 2014 年
索契冬奧會
最佳男、女
運動隊獎均
被加拿大冰
球隊納入囊 ■李曉霞在倫敦奧運奪女團及女單
兩枚金牌。
資料圖片
中。
美國、俄羅斯奧委會分別獲得 2012 年倫敦奧
運會和 2014 年索契冬奧會最成功國家奧委會
獎。
羅格在獲獎後對體育界領袖和優秀運動員表
示感謝。
此外，在 7 日召開的國際奧協大會上，科威特
親王艾哈邁德成功連任奧協主席，任期4年。

易建聯雙雙 廣東淘
「金」
兩連勝
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7 日晚
進行了第三輪的 10 場比賽，廣東宏
遠在主場戰勝山東黃金贏得兩連
勝，而北京首鋼和浙江廣廈也都在
客場凱旋保持不敗，同樣取得三連
勝的還有青島雙星隊。
憑藉整體實力上的優勢，本場比
賽廣東隊始終牢牢掌控場上局面。
儘管下半場開局階段，山東隊打出
一波得分小高潮一度將比分反超，
但關鍵的第四節比賽後半段，易建
聯挺身而出，先是防守中一記封
阻，緊接着在進攻中射3分成功，隨

■ 馬羽協昨舉行新聞
發布會，
發布會
， 吸引大批傳
媒前來。
媒前來
。
美聯社

後王仕鵬的三分球幫助廣東隊鎖住
勝利，有驚無險地在主場以 96：85
獲勝。此役，廣東隊5人得分上雙，
其中易建聯貢獻17分和12個籃板。
北京隊本輪的對手是浙江稠州銀
行隊。上半場，浙江隊憑藉外援麥
克科姆出眾的個人能力領先北京
隊。北京隊憑藉馬貝利和莫里斯的
組合，逐漸將比分追上並領先進入
第四節。末節比賽，李根突然爆
發，連突帶投幫助北京隊不斷擴大
領先優勢，最終北京隊在客場以
116：107取得三連勝。
■新華社

CBA 第三輪賽果
新疆廣匯
上海大鯊魚
浙江稠州銀行
八一雙鹿
廣東宏遠
遼寧衡業
東莞馬可波羅
天津榮鋼
江蘇南鋼
江蘇同曦

119：101
山西汾酒
89：91
浙江廣廈
107：116
北京首鋼
88：97 吉林東北虎
96：85
山東黃金
141：85
重慶翱龍
109：117
青島雙星
115：108
四川金強
119：107
福建SBS
121：112
佛山龍獅

11月8日，在浙江龍遊舉行的中國汽車拉力錦標賽龍
遊站比賽中，駕駛 26 號賽車的車手謝承勳（領航員謝
宗佑）發生翻車事故，落入賽道邊小水塘。領航員和賽
事安保人員雖立即進行救援，賽事醫療車和當地120救
護車也及時趕往現場，將車手送往醫院搶救，但仍醫治
無效不幸身亡。賽事組委會對謝承勳的意外身亡表示深
切哀悼，取消今日舉行的收車儀式。
■新華社

中國盃雙人滑 中國攬前三
2014 年世界花樣滑冰大獎
賽中國盃7日晚在上海進行雙
人滑短節目，中國三對參賽
組合包攬前三，其中彭程／
張昊以 69.11 分暫列第一，王
雪涵／王磊與于小雨／金揚
分別以 57.27 分和 57.03 分排
在第二和第三。申雪／趙宏
博與龐清／佟健退役後，老
搭檔張丹也結束職業生涯，
張昊與新搭檔彭程成為目前
中國雙人滑的頭號組合。但
此前的美國站比賽，彭程／ ■ 中 國 組 合 王 雪 涵
張昊的發揮一般，只獲得季 （ 上 ）/ 王 磊 在 比 賽
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中。
法新社
陳曉莉

場地單車世界盃周一開賽

■ 易 建 聯 獨 取 17 分 及 12 個 籃
板，助廣東獲勝
助廣東獲勝。
。
微博圖片

香港單車代表隊上周日剛戰畢「第二屆有線電視香
港國際場地盃」，隨即又出發前赴墨西哥，準備出戰
2014 年度首項國際頂級大賽世界盃場地單車賽瓜達拉
哈拉站的比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場地單車好手角逐
「白色戰衣」。有線電視獲得此賽事的獨家播映權，
並安排有線高清 202 及有線體育台（頻道 62）於下周
一（10 日）早上 6 時至早上９時，獨家直播此站第二
天的連場激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