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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曾經讓所有人都非常仰慕、甚至非常欣賞的偉大球
員能夠盡快地回到賽場。」中國羽毛球「人氣王」林丹 12
■林丹有驚無險晉級八強
林丹有驚無險晉級八強。
。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包華 攝

日晚在福州舉行的 2014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上，對馬來西
亞老對手李宗偉陷入興奮劑醜聞表示十分惋惜。

8強

林丹在參加12日首輪正
賽後接受記者採訪時

說：「不僅是馬來西亞的
球迷和國家需要他，我相
信整個羽毛球界都需要
他。大家都期待他早日出
■蔡贇／魯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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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羽聯 11 日確認，現
男單世界第一的李宗偉因興奮劑檢測沒過關被暫時禁賽。
林丹和李宗偉在世界賽場上的交手被認為是羽壇的巔峰對
決。從 2004 年開始，兩人有過 33 次對決紀錄，林丹保持 24
勝 9 負的優勢。「林李大戰」歷來吸引了無數羽毛球愛好者
的關注，李宗偉面臨禁賽可能會導致人們無法再看到兩位高
手的碰撞，令不少球迷扼腕。

李永波期待「林李大戰」
中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李永波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李
宗偉的事情對任何一個運動員來說都是一個遺憾。他說：
「像李宗偉這樣優秀的運動員，相信他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去
提升自己的能力。我非常期待這件事情不是真的，因為我還
希望看到林丹和李宗偉的對決，（他倆）一直以來都為球迷
奉獻偉大的比賽。」
國羽男雙老將傅海峰也表示，作為職業球員最基本的標準
就是規避禁藥，所以他不相信李宗偉會故意服用禁藥：「我
們作為運動員都知道興奮劑是絕對不能碰的，雖然有些藥物

可能會有助維持運動狀
態，尤其是對於老隊員；但
（我們）也不會因此而冒
險。別說 30 歲，就是打到 40
歲也不會想去利用興奮劑維持
運動員生涯。」

星名將撐李是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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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戰勁敵丹麥猛將約根森，在第一局落敗
下，林丹連拿兩局獲得勝利。三局比分為：
19：21、21：18、21：15。
本場獲勝的林丹亦終止了對約根森的兩連
敗。賽後林丹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大家
在一些分數上都差不多，都會出現一兩個球
的失誤，我覺得自己做得比較好的是後面
兩局，特別是在落後時可以頂住。很多球
迷都希望我能不斷贏球，我也會盡最大努
力。約根森也一樣，他也打得很努力。」
當日的比賽中，林丹和約根森有很多

不僅是國羽，其他國家的選手也堅信李宗偉是誤
服。新加坡選手梁語嫣患了重感冒，賽後她在接受採訪
時一直咳嗽，但為了避免誤服藥物，一直沒有吃藥。
「我們在新加坡如果感冒的話，都是到新加坡體育協會
那裡去拿藥吃，因為比較安全，這次因為沒有隊醫來，所
以自己也不敢隨便吃藥，怕有問題，所以只能硬撐着。」
梁語嫣也相信，每一個羽毛球運動員都會像她一樣嚴肅對
待興奮劑問題，李宗偉這樣的頂級選手就更不會故意服
用，所以她也相信李宗偉是誤服。
李宗偉服用的地塞米松藥劑原本是允許運動員在賽外服用
的消炎類藥劑，不過這種藥劑除有消炎作用外，也可以幫助
運動員在比賽中更好地維持狀態。李宗偉禁藥風波已進入世
界羽聯聽證階段，李宗偉只有在聽證會上給出足夠的誤服理
由才有可能獲得減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舉重錦標賽當地時間 12日在阿拉木
圖進入第五天，在男子77公斤級比賽中，
中國選手鍾國順獲得抓舉、總成績第二名
和挺舉第三名。阿爾巴尼亞運動員戈德利
摘得總成績和抓舉冠軍。抓舉比賽，鍾國
順和戈德利同樣舉起 171 公斤，戈德利因
體重更輕獲得金牌，鍾國順屈居第二。挺
舉比賽，鍾國順三把試舉只成功一把，成
績為 196 公斤。金光聖和戈德利分別舉起
了 200 公斤和 198 公斤。戈德利最終以
369 公斤獲得總成績冠軍，鍾國順以 367
公斤獲得亞軍，金光聖以 363 公斤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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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羽毛球公開賽昨進入第三個比賽日
爭奪，在男子雙打中國組合李俊慧／劉雨
辰對陣日本的橋本博且/平田典婧的比賽
中，比賽用球突然「解體」難得一見。
據網易體育消息，是場比賽，橋本博
且扣殺成功後，劉雨辰撿球時發現，比
賽用的羽毛球球頭不知所終，場地只剩
下球毛。

對於這個意外小插曲，劉雨辰賽後表示：
「當時我看着兩個東西飛過來，嚇了一跳，
最後只看到球毛，儘管在訓練中有球毛和球
頭分離的情況，可正式比賽還是頭一次遇
到。」
不過，現場執法球證仍判處日本隊得分，即
使中國隊提出質疑，仍無濟於事。最終中國組
合以14：21、19：21慘遭淘汰。■記者 陳曉莉

中國國家男足（簡稱國足）今晚 7 時 30
分在南昌與新西蘭隊進行一場熱身賽。隨
着亞洲盃逼近，國足的表現尤引人關注。
國足主帥艾倫佩連誓言：「我們的目標就
是全力爭勝。」
此前，中新兩隊共交戰過 13 次，中國隊
3 勝 4 平 6 負處於下風；其中最近一次交鋒
是在 2012 年，巧合的是也是 11 月 14 日，
當時甘馬曹執教的國足在上海以 1：1 與對
手握手言和。
本期國足 23 人名單中，來自廣州恒大的
球員多達 8 人；舜天 4 人，魯能與上港各 3
人。另外，國足還增補了蒿俊閔與饒偉輝
這兩位首次入選「佩家軍」的球員，曾經
是國足常客、甚至是主力的蒿俊閔引人關
注。從國足日前的訓練情況看，此前已屬
佩家軍主將的郜林與武磊將繼續執行重要
職責，他們的表現將直接決定國足能否落

實在此戰爭勝的目標。
至於新西蘭隊，已於日前抵達南昌，不
過隊長、頭號球星溫斯頓．列特卻因傷退
出。儘管來華的新西蘭隊只是一支青年
軍，但佩連絲毫不敢大意：「不管對手以
何種陣容出戰，我們的目標不會變，每場
比賽都希望能夠取得勝利，拿到更多的國
際排名積分。」
國足目前正在積極備戰明年 1 月的亞洲
盃，除本月14日和18日分別對陣新西蘭及
洪都拉斯外，國足還將在今年最後一個月
進行 3 場熱身賽，選址湖南郴州，3 場比賽
分別是 12 月 13 日和 17 日對陣吉爾吉斯，
12 月 21 日對陣巴勒斯坦。之後，國足重返
北京，主教練佩連會在12月27日正式對外
公佈國足亞洲盃參賽名單，全隊將於 12 月
28日從北京出征，開啟亞洲盃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遼寧1分險勝新疆 登CBA榜首

斯證實，北
京國安球員
張稀哲有望
在冬季轉會
期間加盟。

CBA 第 5 輪 賽 果

昨日，接受
《新京報》
採訪時，張
稀哲確認了

球場罕見
「意外」 羽毛球突解體

國足今友賽新西蘭
國足今友賽
新西蘭 備戰亞洲盃

中國大力士世錦賽摘銀

三。

的視頻，據稱這也是他職業生涯以來傷病最嚴重
的一次。13 日，當有記者問及林丹的腿傷問題
時，林丹自稱目前的狀態還不錯，2 周前的受傷
抽積液確實對他有一些影響。
此次賽事，林丹仍顯「拚命三郎」本色，他表
示，雖然2周沒有訓練，但是他還是不希望錯過中
國公開賽，即使狀態不一定會像亞運會時能夠快速
進入好狀態，「不過都會努力打好每一拍的」。
另外，國羽新銳、大賽 2 號種子諶龍，昨出人
意料，以 21：13、23：25 及 19：21 不敵德國球
手馬克．茨維布勒，無緣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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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實，
「雖然一些細節還在商議，但不會拖太長
時間。」 張稀哲說，目前，他的經紀人在
與禾夫斯堡進行最後的談判，意向已基本
確定，只是一些細節還有待商榷。國安俱
樂部總經理高潮表示，俱樂部對張稀哲留
洋一如既往地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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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12
日晚迎來第五輪精彩對決，前四
輪均不敗的新疆廣匯隊與遼寧衡
業隊在最後時刻分出勝負，遼寧
隊依靠哈德森的神勇發揮，以 1
分之差贏得榜首之爭。
新疆開局就從外圍發難，西熱
力江和可蘭白克先後命中 2 個三
分球，而遼寧則從內線突破，賀
天舉和哈德森先後上籃得分。遼
寧雖是客場作戰，但狀態和手感
更 佳 ， 一 度 將 分 差 拉 大 到 10
分。但隨着第二節雙方都祭出雙
外援戰術，新疆的克勞福德發揮
神勇，在第二節得到 20 分，還

幫助新疆隊打出 14：0 的高潮，
使新疆在上半場結束時以 66：
49領先。
下半場開始後新疆仍然掌控比
賽節奏。克勞福德依然是新疆隊
最大的亮點，前三節他就獨得
40 分，幫助新疆一直領先對手
兩位數以上。但最後一節風雲突
變，遼寧隊在第四節突然發力，
尤其是哈德森裡突外投，攪亂了
新疆隊節奏。每每在比賽膠着
時，總是哈德森的上籃或中投幫
助球隊反超比分。最終遼寧實現
逆轉，以 112：111 擊敗新疆，
取得五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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