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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芮因傷退出中國
公開賽。
公開賽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10 日上午，2014
年中國羽毛球公開賽體育明星見面會在福州三坊七巷光祿吟台
舉行，包括諶龍、李雪芮、張楠、趙芸蕾等頭號種子選手在內
的 7 位參賽選手來到現場，與福州媒體和市民互動。

羽毛球女單世界排名第一的李雪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因為傷病原因，不得不臨時決定退出 2014

馬第一夫人
籲國民支持李宗偉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但明後年定會到福州參賽。據記者了解，李
雪芮一直飽受膝傷困擾，在上個月底的法國羽毛球公開賽女單決
賽對陣隊友王適嫻時，因傷病加重，第二局開始不久便無奈宣佈退
賽，屈居亞軍。
李雪芮續稱，2014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結束後暫時沒有甚麼比賽，
因為腳傷所以「現在需要休養一段時間」。她表示，福建是八一羽毛
球基地所在地，亦算她的半個家鄉，希望能常回福建看看。
與李雪芮一樣，在仁川亞運會上奪得混雙冠軍的一號種子張楠和趙芸
蕾，在隨後舉辦的法國羽毛球公開賽也因趙芸蕾腿部不適，臨時退賽，
但在中國公開賽開賽前夕，他們稱已將狀態進行調整，希望以最佳精神面
貌參賽，在福州取得好成績。

諶龍：不信李宗偉涉藥
25 歲的諶龍近年來戰績頗佳，在今年的世錦賽、丹麥公開賽上都

奪得了男單冠軍，目前在世界羽聯排名上位於李宗偉之後排第二位，他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稱，現在的男單比賽競爭很激烈，希望從第一場開始，能夠打
好每一場比賽，打出好看的比賽。
「每次比賽都希望在最後一場遇到最強的對手，打到決賽要經過四場比
賽，希望一場一場地打，因為打好了第一場，才有第二場。」當記者問到對
於在決賽上有可能會師林丹有甚麼期待，諶龍如是說。
對於李宗偉日前陷入的藥檢風波，諶龍 選手服用興奮劑的概率特別低，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羽毛球
因為興奮劑沒甚麼特別的用處。羽毛
球比賽技巧更重要。個人觀點是不
相信李宗偉會服用興奮劑。」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於今日至
16 日在福州海峽奧體中心體育
館舉行。以東道主身份出戰的中國
羽毛球隊已於 9 日在總教練李永波
的帶領下抵達福州。

■參加中羽賽的部分球員昨亮相福州千年古
街三坊七巷。
街三坊七巷
。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據馬來西亞媒體報道，馬來西亞第一夫人羅絲
瑪日前表態，希望國民能諒解和支持正處困境中
的羽球「一哥」李宗偉。為了幫助李宗偉，羅絲
瑪稱會給大馬羽協提供任何協助。
「我希望他（李宗偉）忍耐，我們一起等待
最終判決。」羅絲瑪是在一次部長夫人協會活動
中表態的，「我希望這項判決能公平處理。」
目前，李宗偉正在等待世界羽聯的聽證會，這

■李宗偉涉禁藥飽受
次聽證會的結果將決定他是否會被禁賽兩年。「我
煎熬。
煎熬
。
資料圖片
很害怕我該如何應付聽證會後的一些事情，我發現比
起在賽場上戰勝對手，在法庭上處理這些事情更難。」李
宗偉稱不會放棄為自己申辯的機會。
作為大馬羽協的贊助商，羅絲瑪稱一定會給李宗偉全力支持。在大馬體壇，李宗偉是
標誌性人物，並被冊封為「拿督」勳銜。「不論判決如何，我希望民眾和國人能諒解他，
同時給予他全力支持。」羅絲瑪稱已通知大馬羽協，必要時可提供任何協助。

范可新締短道500米世績
國際滑聯短道速滑世界盃第一站美國站
的比賽，香港時間昨晨在鹽湖城猶他奧林
匹克速滑館落下帷幕。中國選手范可新在
女子500米比賽中表現搶眼，不僅在準決賽
中打破由王濛保持的世界紀錄，同時還在
決賽中率先衝線摘金。
在收官日中，中國短道速滑隊總共獲得 1
金 2 銀 1 銅，而在本站比賽中僅獲得 1 金 2
銀 2 銅。韓國短道速滑隊表現強勢，在 10
個項目上共收穫 5 金 4 銀 1 銅，俄羅斯則以
2金1銀1銅排在金牌榜次席。
在昨日的女子 500 米比賽中，范可新先
在準決賽取得 42.504 秒的成績，打破了由
師姐王濛保持的 42.597 秒的世界紀錄。其
後的決賽，范可新更力壓意大利、加拿大
及韓國強敵，為中國短道速滑隊贏得在本

站賽事唯一的金牌。
女子 500 米，中國短道速滑隊此次派出
范可新、林悅和王雪出戰。王雪在準決賽
復活賽中以 0.211 秒之差不敵意大利姑娘維
維亞尼未能獲得晉級權。林悅則闖入 B 組
決賽，結果以43秒813的成績獲得第7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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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冰任活力形象大使

張繼科怒摔球拍遭警告

朱雨玲分獲男女單冠軍，男雙冠軍歸屬

■陳一冰
陳一冰（
（紅衫
紅衫）
）參加南開師生健步
走活動。
走活動
。
通訊員任永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通訊員
吳 軍 輝 、 郝 靜 秋 天 津 報 道 ） 11 月 9

得冠軍。不過，在男雙決賽馬龍／張繼科
對戰許昕／樊振東一役，張繼科在一次扣
殺時失誤，然後他突然把球拍重重地摔在
球桌上，遭裁判員黃牌警告及惹來全場噓
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魯能反勝 足協盃搶先機

環王子」、京奧冠軍陳一冰與南開千名
師生一起參加了健步走活動。

足協盃決賽 9 日進行首回合比賽。儘
管先失一球，但山東魯能憑藉勒夫的

當日，陳一冰還受聘為活力南開「三
走」活動形象大使，並與現場師生一同

「帽子戲法」，主場以4：2逆轉戰勝江
蘇舜天，在兩回合決賽中佔得先機，奪

分享了他走上體育道路的經歷。「如
今，卸下榮譽和光環，我更加熱衷於高
校體育公益交流活動，希望更多的年輕

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賽後，舜天主教
練高洪波說：「祝賀魯能 99％已經獲得

人在追夢的同時，能停下腳步走向操

足協盃冠軍，下場我們應該加強進攻，
但因為唯一進攻隊員因為停賽打不了比

場，熱愛運動，擁抱青春。」陳一冰
說。

賽。感謝舜天隊員沒有讓比賽失控。」
■新華社

在哈薩克南部城市阿拉木圖舉行的世界
舉重錦標賽 9 日進入第二天。中國運動員
譚亞運在女子 48 公斤級比賽中獲得抓
舉、挺舉和總成績 3 枚金牌，實現連續兩
屆世錦賽包攬三金的壯舉。中國選手丁建
軍在男子62公斤級比賽中獲得1銀1銅。

首勝

日，南開大學「活力南開」校園體育開
放日暨「魅力三走」嘉年華舉行，「吊

■ 譚亞運包攬女子 48 公
斤級比賽三金。
斤級比賽三金
。 新華社

慈世平迎

許昕／樊振東，女雙冠軍被劉詩雯／丁
寧收入囊中，混雙冠軍歸屬閆安／盛丹
丹。而團體賽，上海男團和黑龍江女團獲

中國女將世錦賽
中國女將
世錦賽力
力「舉」三金

馬貝利啞火

據中新網消息，2014 年全國乒乓球
錦標賽 9 日在黃石落下戰幕。樊振東、

■諶龍力挺李宗偉
諶龍力挺李宗偉，
，指羽
球選手用藥可能性極低。
球選手用藥可能性極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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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女子 48 公斤級的競爭主要在譚亞運、
土耳其選手奧茲坎和印尼運動員哈姆斯里
之間展開，但譚亞運實力明顯超過兩位對
手。在抓舉比賽中，譚亞運第一把就舉起
83 公斤，雖然第二把抓舉 85 公斤未果，
但在第三次試舉時成功舉起85公斤。奧茲

坎以84公斤獲得抓舉銀牌。泰國選手帕尼
達以81公斤拿到銅牌。在挺舉比賽中，譚
亞運以109公斤鎖定金牌，哈姆斯里以108
公斤獲得第二名。最後，譚亞運以194公斤
獲得總成績冠軍，奧茲坎以189公斤獲得總
成績第二名。雖然帕尼達總成績也是189公
斤，但由於體重比奧茲坎重，只好屈居第三
名。
在當天進行的男子 62 公斤級比賽中，
中國運動員丁建軍獲得抓舉銀牌和總成績
銅牌，朝鮮名將金恩國獲得抓舉、挺舉和
總成績三枚金牌，印尼選手伊拉萬獲得總
成績和挺舉兩枚銀牌。
中國舉重隊領隊李浩接受新華社記者採
訪時表示，這次世錦賽是下屆夏季奧運會
的資格賽，中國隊參加本次世錦賽的目標
就是盡可能多地拿獎牌，爭取多拿到參加
夏季奧運會的入場券。
他說，近幾年來其他國家的舉重隊迅速
崛起，進步很快，中國舉重隊面臨不小壓
力。在小級別上中國隊主要對手有朝鮮、
越南、中華台北隊，在中大級別上中國隊
的主要對手有俄羅斯、白俄羅斯、亞美尼
亞和哈薩克隊。
■新華社

兩位曾經叱咤 NBA 的全明星 9 日在 CBA 經歷了不同尋常的
一天。帶領北京隊火了幾年的馬貝利遭遇黑色一天，他只得到
■慈世平
慈世平（
（左）在比
5 分，北京隊也結束了三連勝的開局。剛剛開始在 CBA 淘金的
賽中進攻。
賽中進攻
。 新華社
慈世平則一掃三連敗的晦氣，帶領四川隊取得了第一場勝利。
CBA 前三輪，共有 5 支球隊取得全勝，其中浙江廣廈和北京
首鋼 9 日迎來強強對抗。主場作戰的廣廈隊依靠雙外援的出色
發揮笑到了最後，富蘭克林得到 40 分，霍爾曼得到 19 分、20
個籃板。而北京首鋼隊的頂樑柱則啞了火，馬貝利只得到可憐
的 5 分，這讓莫里斯的 34 分
成為徒勞。最終，主將失常
的北京隊以 95：111 客場輸
浙江廣廈
111：95
北京首鋼
球，結束三連勝的開局。
山西汾酒
85：130
遼寧衡業
馬貝利不開心，而另一位
新疆廣匯
118：90
上海大鯊魚
曾經叱咤 NBA 的明星球員慈
江蘇南鋼
100：106 佛山龍獅
世平則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
浙江稠州銀 133：106 吉林東北虎
晚。此前三連敗的四川隊9日
四川金強
129：126 江蘇同曦
終於盼來一勝，他們以 129：
廣東宏遠
127：116 青島雙星
126戰勝江蘇同曦隊，防守專
福建SBS
112：130 東莞馬可波羅
家慈世平得到 24 分、7 個籃
天津榮鋼
112：108 重慶翱龍
板，另一名外援菲巴貢獻了
山東高速
97：84
八一雙鹿
29分、9個籃板。 ■新華社

CBA 第四輪賽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