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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盃花滑大獎賽

■王磊
王磊((右)/
)/王雪
王雪
涵勇奪季軍。
涵勇奪季軍
。
法新社

閆涵 羽生熱身相撞 兩人帶傷完賽

國家雙人滑選手

包攬三甲

新華社上海 8 日電 8 日晚舉行
的 2014 年「中國盃」世界花樣滑
冰大獎賽出現意外，中國和日本兩
名男單選手在熱身中相撞，不過都
帶傷完成比賽。
在男單自由滑的賽前熱身中，中
國選手閆涵和日本冬奧會冠軍羽生
結弦同在場上熱身時，意外發生相
撞事故，二人遲遲沒有站起來。羽
生結弦下頜被劃破，血灑賽場。閆
涵的下巴也受了傷。
但是，經過調整和現場治療，兩
人都帶傷頑強完成了比賽。最終，
雖然前後有五次摔倒，但 2014 年
索契冬奧會花滑冠軍羽生結弦還是
以 237.55 分 摘 得 銀 牌 。 閆 涵 以
206.65分排名第6。
賽後閆涵通過微博報平安：「下
巴血止住了，片子也拍了，胸部肌
肉和下顎有點問題，意識還清醒，
大家放心！剛剛的意外，我們背對
速度太快彼此都沒看到，轉過來之
後來不及躲，所以撞到一起，請一
些人不要用招人笑的不專業評論瞎
評論，我們倆肯定誰也不想這樣的
事情發生。希望我們養好傷之後能
夠繼續參加之後的比賽。謝謝大家
關心。」

2014 年「中國盃」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 8 日舉行了雙人滑賽事，中國選手包辦前

三。中國雙人滑組合張昊/彭程以 194.05 的總成績奪得金牌，上賽季世青賽、青少年
總決賽的雙料冠軍于小雨/金揚榮獲亞軍，而去年在中國盃上獲得第 4 名的王磊/王雪
涵則排名第 3。

當晚伴隨着前蘇聯鋼琴家肖斯塔
科維奇的《鋼琴三重奏》，

「大叔與蘿莉組合」張昊/彭程最後
一對出場。此番是張昊/彭程「牽
手」後的第三個賽季，儘管比賽中
的兩個單跳都出現了嚴重失誤，但
其二人的音樂表現力已發揮得淋漓
盡致。年僅 17 歲的彭程畢竟資歷尚
淺，在跳躍動作及心理素質上都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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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強。最終彭程/張昊以194.05的
總分勇奪雙人滑項目冠軍。
除了與另外兩對中國組合一起站
上領獎台的欣喜之外，張昊也收穫
了和「新」搭檔的首枚國際比賽金
牌。「我倆合作後，在中國盃第一
次拿到金牌，意義非常不同。因為
上一站的比賽拿到了第三名，這次
必須是冠軍才能夠去總決賽。還剩
三周的時間，通過總結美國站和中
國盃的問題，爭取在總決賽上有好
的表現吧。」彭程說。
而頂着這樣「必勝」的壓力，彭
程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雖然必須
要拿冠軍，但我也不會太去想這
個。作為東道主，在家門口比賽，
我覺得還是發揮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就好了。」彭程說。原來正是這種
輕裝上陣的心態，幫助她如願奪
魁。
問到會如何珍藏這次的金牌時？
憨憨的小姑娘好像還沉浸在上個問
題裡，她說：「每個人都想拿金
牌，但還是要把自己做好。」聽到

搭檔的回答
有些跑題，
張昊笑着立
即補充道：
「我想她一
定會把這枚
金牌放在最
珍貴、最保
險的地方進
行珍藏。」

張昊成花滑史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張昊他成為花滑
歷史上第一個集齊六站大獎賽全部
冠軍的選手，美國站(04年)、日本站
(05 年)、加拿大站(06 年)、法國站(07
年)、俄羅斯站(07 年)和今年的中國
盃。「這也是我的一個夢想，既然
選擇了重新開始就為之努力。其實
索契冬奧會結束後，每一天都是為
平昌在做準備。而明年又是世錦賽
第一次在中國舉行，我們一定會盡
最大努力展現自己。」張昊憧憬
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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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偉終開腔 誓洗禁藥污名
深陷禁藥風波的馬來西亞羽毛球
名將李宗偉終於開腔，強調自己絕
對不是騙子，會等待世界羽聯的聽
證會結果才決定會否就此引退，而
中國國家隊主帥李永波及世錦賽冠
軍諶龍均力撐李宗偉，認為他不會
以禁藥來提升表現。
禁藥風波纏繞達 1 個月，馬來西
亞殿堂級羽毛球手李宗偉終於開腔
回應，強調自己絕對沒有任何欺騙
行為。前晚，李宗偉在 twitter 發表
聲明，希望洗清污名，並附上一段
接受採訪的視頻鏈結。李宗偉寫
道：「感謝你們對我的信任，在我
的運動生涯中從未欺騙過任何人，
我也絕不依賴禁藥，事件存在着太
多未解的謎團，我希望盡快洗清污
名。」
李宗偉接受訪問時說：「感覺我的
職業生涯就此被摧毀，過去 15 年的
努力就這樣灰飛煙滅。我對這個消息
感覺絕望，不知道該怎麼做。」

殘留物：「對我來說，在國際羽壇
保持高的聲望遠比結果更重要，我
職業生涯接受了超過 100 次藥檢，
從沒出過問題，我自己也十分小
心，基本上連酒也不會喝，在馬來
西亞沒有醫生允許，我們不能買到
含有『地塞米松』的藥物。」
李宗偉坦言今次事件的打擊，甚
至令他想一走了之，是家人、朋友
以及球迷的支持令他決定面對。馬
來西亞羽協正考慮將李宗偉在世錦
賽前的飛行藥檢樣本，送到西班牙
實驗室進行檢測，力證李宗偉誤服
或是代謝殘餘，但如果世界羽聯的
聽證會一旦裁定處罰成立，李宗偉

將無法參加明年主場舉行的世錦賽
及 2016 年奧運，這位一代名將亦會
就此退出羽壇。

李永波料誤服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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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戲法

中國國家羽毛球隊主教練李永波
認為李宗偉誤服的可能性更大：
「像李宗偉這樣偉大的選手，不可
能用這種方式提高競爭力，不過即
使誤服，李宗偉仍要面對停賽，少
了一位偉大的對手我們將非常遺
憾。」而 2014 世錦賽冠軍諶龍則認
為羽毛球是一項講求技術多於體能
的運動，不相信李宗偉會服用禁
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山東魯能昨日憑藉勒夫(左)個人大演帽子戲法，
當中射入 2 個具爭議性的十二碼，最終在足協盃決
賽首回合賽事，主場以4:2擊敗江蘇舜天。次回合比
賽將於本月22日在江蘇南京進行。
■新華社

拿度叔叔傳入國安教練團
據西班牙報章《馬卡報》報道，西班牙男
網球手拿度的叔叔、前巴塞羅那球星米基爾
拿度已得到北京國安主教練文沙奴的邀請，
極有可能在新球季加盟國安教練團，有傳二
人在周二將會見面，商談合作事宜。目前，
米基爾拿度是馬略卡的體育主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或是7月手術後殘留物
李宗偉是在 2014世錦賽期間尿液
測試中，驗出含有興奮劑成分「地
塞米松」，而前幾天進行的 B 瓶尿
樣檢測結果同樣呈陽性。李宗偉認
為可能是由於在 7 月做完手術後的

■馬來西亞羽協副主席扎卡里亞
馬來西亞羽協副主席扎卡里亞((右)日前在記
招指有男球手B
招指有男球手
B 瓶尿檢仍呈陽性
瓶尿檢仍呈陽性。
。 資料圖片

丁俊暉冠中冠 4 強出局

分排名系統，不過高達 10 萬英鎊的冠軍獎
金卻相當具吸引力，而且只有過去 1 年成
績最好的 16 名球手才有資格參賽。於第 4
小組出線的丁俊暉，準決賽面對「火箭」
奧蘇利雲，論往績，小丁交手 15 次只曾 3
勝，處於絕對下風，而且在去年的冠中
冠，丁俊暉也是敗於奧蘇利雲手下出局。

奧蘇利雲決戰卓林普
■丁俊暉再負奧蘇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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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暉無緣冠中冠桌球邀請賽決賽！冠軍獎
金達 10 萬英鎊的冠中冠邀請賽決賽組合終於出
爐，中國好手丁俊暉於準決賽以總局數 4:6 不
敵奧蘇利雲，繼去年 8 強後，再次飲恨於「火
箭」手下。
在英國舉行的冠中冠邀請賽，雖然不納入積

今仗，丁俊暉在上半場表現不穩，落後
局數 1:3，下半場發力後曾一度追至 4:4 平
手，可惜奧蘇利雲在關鍵時刻表現更為出
色，連勝 2 局，最終以 6:4 勝出，晉身決
賽，將與卓林普爭冠。
丁俊暉坦言對落敗感到可惜：「上半場我專
注度不足，可惜下半場未能把握機會反敗為
勝，奧蘇利雲的表現非常出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二萬人月底征廣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2014 廣汽豐田廣州馬拉松
組委會宣布，通過 2 輪抽籤後，來
自 40 個國家和地區的 2 萬人獲得本
屆廣馬參賽名額，選手需在廣馬官
方網站下載並打印報名確認函，並
於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廣馬博覽會
上進行最終資格審核，23 日開跑。
據主辦方介紹，由於報名火爆，明
年的廣馬參賽人數或將擴容。
據介紹，本屆廣馬共吸引 49,813
名選手報名，最終 2 萬人獲得參賽
資格，其中，包括眾多來自港澳的
選手。為了提升賽事競技水平，
廣馬組委會還特別邀請 26 位專業
運動員參加本屆比賽，其中 8 位
獲得過包括美國芝加哥、加拿大
多倫多、巴西聖保羅等知名馬拉

松的賽事冠軍。肯尼亞選手埃利
阿斯更是連續 3 屆參加廣馬比
賽。

增加配套設施
在去年的廣馬賽事上，有不少選
手表示馬拉松的配套設施不足，影
響比賽狀態。組委會表示本屆賽事
全程和半程參賽選手較去年增加 3
千人，所以今年在 27.5 公里和 32.5
公里處新增 2 個食品補給站，沿途
飲料供應量也較去年增加 25%。廣
州市體育局副局長李志強表示，在
本屆廣馬迷你馬拉松中，位於海心
沙的 70 個廁所全部開放供選手使
用，比賽日也將有近 2 千名賽事志
願者、70 名運動康復醫護人員提供
競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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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老將環太湖賽贏總冠軍
經過 9 個賽段比賽，2014 年環太湖國際公
路單車賽昨日在蘇州吳江落下戰幕，來自澳
洲的老將塞繆爾以賽段季軍的成績，保住黃
戰衣，並以 23 小時 40 分 09 秒的總成績拿下
總冠軍，同時還奪得象徵衝刺冠軍的綠戰
衣。首次到中國參賽的塞繆爾，賽後直言中
國是其福地，希望明年能崔護重來比賽。
■新華社

舉重世錦賽中國56公斤級失金
中國男隊前晚在世界舉重錦標賽男子 56 公
斤決賽遭到重創，08年京奧及09年世錦賽金
牌得主龍清泉以及世青冠軍李發彬只摘得 1
銀 3 銅，衝擊金牌失敗，令中國隊自 2002 年
以來首次失落這枚世錦賽金牌。李發彬在抓
舉舉出 134 公斤，以 1 公斤之差不敵年僅 20
歲的越南小將石金俊，屈居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