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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羽聯超級系列頂級賽──中國羽毛球公開賽（簡稱中羽賽）今起一連六日在福州
舉行，東道主中國國家隊（國羽）主力悉數參加，其中男單 14 人，女
單 10 人，男雙 7 對，女雙和混雙各 6 對。屆時，包括林
丹、諶龍、王適嫻、李雪芮、王儀涵等國手
將與其他各國世界羽壇悍
將展開多場巔峰
對決。

中羽賽國家隊陣容

由於中羽賽是世界羽聯頂級超級賽，又是里約奧運積分
賽的重要一站，所以為了爭奪寶貴的奧運參賽積分，

■林丹抵福州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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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吸引了世界排名前十的羽壇高手赴賽。
國羽總教練李永波介紹，本次比賽設 5 個單項，正賽設
32 個位置，預賽設 16 個位置。根據統計，共有 223 名運
動員參賽，分別來自中國、印尼、丹麥、馬來西亞、
韓國、日本、德國、印度、中華台北等 23 個國家和
地區。他說：「由於本次中國公開賽作為里約奧運
積分賽的重要一站，重要性可想而知。」
根據抽籤結果，男單方面，新世界「一哥」、
國羽新銳諶龍作為頭號種子被分在上半區，首
輪將迎戰韓國公開賽決賽曾擊敗過的印度球手
賈亞拉姆，如果次輪再勝，諶龍將極有可能在
8 強賽面對老對手、七號種子丹麥選手阿塞爾
森。

男單： 諶龍、林丹、王睜茗、田厚威、薛松、黃宇翔、喬斌、郭凱、石宇
奇、周澤奇、吳昕、劉海超、任鵬博、朱思遠
女單： 王適嫻、李雪芮、王儀涵、孫瑜、沈雅穎、惠夕蕊、陳曉欣、張一
曼、李汶妹、蔡炎炎
男雙： 蔡贇／魯愷、柴飆／洪煒、張楠／傅海峰、劉小龍／邱子瀚、李俊
慧／劉雨辰、王懿律／張穩、黃凱祥／王思傑
女雙： 于洋／唐淵渟、鍾倩欣／湯金華、駱贏／駱羽、田卿／趙芸蕾、黃
東萍／區冬妮、黃雅瓊／王曉理
混雙： 徐晨／馬晉、張楠／趙芸蕾、魯愷／黃雅瓊、劉成／包宜鑫、劉雨
辰／區冬妮、黃凱祥／黃東萍

國羽十奪團體世青賽冠軍

林丹 李宗偉或四強相遇
據內地傳媒消息，全滿冠盟主林丹已於日前抵達福州，
並在海峽奧體中心的比賽場館適應場地。這位國羽旗幟性
人物是本次比賽的 3 號種子，與隊友田厚威同被編在下半
區。林丹首輪對手是一名資格賽選手，如無意外，他將和
印度人斯里坎斯或田厚威爭奪4強席位。
馬來西亞名將李宗偉與林丹同區。前者將和 2 號種子丹
麥選手約根森和中華台北選手周天成爭奪另外一個 4 強席
位。如果李宗偉和林丹皆闖入 4 強，那麼他們將在準決賽
中再度上演「林李大戰」。
女單方面，終於在本月 1 日結束的丹麥公開賽打破本賽
季超級賽冠軍荒的李雪芮或將連戰強敵，女雙方面國羽
依然繼續嘗試新的組合。男雙和混雙方
面變化不大，現有組合全部出賽。
另外，比賽期間為了營造濃
厚的賽事氛圍，在賽事舉辦
場地的外場還將舉行羽毛球
「嘉年華」活動，全民共享
羽壇盛宴，為賽事錦上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羽隊奪世青賽冠
軍。
BFW圖片
BFW
圖片

■李雪芮終結束冠
軍荒，
軍荒
，在丹麥賽封
后。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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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拉特天河主場復出亞冠

MVP，因而得以進入最後的 3 名候選
人行列。除了鄭智，哈利爾也是候選
人之一，阿聯酋阿爾阿里的隊長是
2008 年的亞足聯最佳新人，也參加過
年初的亞洲盃，並幫助阿聯酋隊獲得
季軍，此外還率領阿爾阿里闖入了亞
冠決賽。第3名候選人，則是幫助馬來
西亞柔佛 JDT 贏得亞足聯盃的隊長薩
菲克。
根據近年當選者背景，「亞洲足球
先生」基本上會出自當年亞冠冠軍隊
伍。只有 2014 年是個例外，沙特希拉
爾隊因裁判因素，在亞冠決賽以 0：1
的總比分敗給澳洲的西悉尼流浪者，
但「亞洲足球先生」則是希拉爾的沙
姆拉尼。
2013 年 廣 州 恒 大 奪 得 亞 冠 聯 賽 冠
軍，鄭智作為中國球員，繼范志毅之
後時隔 12 年獲「亞洲足球先生」美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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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高拉特的傷情令人感到
「幸運」、「欣慰」。
據悉，高拉特的腳踝腫得很
高，離場時也安裝了固定護
具，但他是一個人走上大巴，
沒有靠其他人攙扶。一位知情
人士透露，雖然國家隊的比賽
會讓球隊國腳疲於奔命，不
過，這也給足了高拉特休整的
時間，兩周之後，他可以出戰
天河體育中心的決戰。
與此同時，另外一個好消息
自然是金英權的復出，這位韓
國中後衛在首回合賽事中停
賽，次回合他將成為後防線穩
定的保障。廣州恒大在主場需
要穩紮穩打避免丟球，金英權
的復出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高拉特在亞冠決賽首回合比賽受傷
高拉特在亞冠決賽首回合比賽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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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 北京
取 CBA 兩連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
報道） 2015-16 賽季 CBA 聯賽前晚
結束第 3 輪爭奪，廣東 107：103 逆
轉上海，他們在一度落後16分情況
下收穫兩連勝。四節比分依次是：
23： 25、 19： 31、 33： 21、 32：
26。易建聯豪取 27 分 12 籃板。另
一場比賽中北京主場 102：94 勝深
圳。
比賽一開始，周鵬命中兩記三
分，易建聯也在外線張手命中，廣
東打出9：0開局。上海請求暫停後
回敬一波 9：0 將比分追平，並以
25：23 領先結束首節。次節，上海
隊裡突外投，逐漸將優勢擴大，而
坐鎮主場的廣東隊只能苦苦追趕，

安迪卡；男單方面，林貴埔同樣以
2：0（21：11、21：16）橫掃毛拉
納；在最後一場男雙的比賽中，何濟
霆／鄭思維將優勢牢牢握在手中，以
2：0（21：13 21：10）完勝安迪卡
／里瓦爾迪。最終，中國隊以 3：0
擊敗印度尼西亞隊蟬聯團體賽冠軍，
中華台北獲得第三，日本隊第四。
中國隊領隊魯思達表示：「獲得
這個冠軍我們非常開心，相比而
言，決賽要比準決賽好打一些，我
們很尊重印尼這支隊伍，但是今天
我們表現得要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輝 廣州報道）廣州恒大在亞
冠決賽首回合與對手悶平，主
場之戰至關重要。記者 9 日獲
悉，距離比賽結束不到 24 小
時，恒大傳來好消息，在與阿
爾阿里比賽中傷退的高拉特，
經詳細檢查，傷情並沒有想像
中那麼嚴重，可以出戰次回合
比賽。這位在亞冠中高產的關
鍵球員，無疑為恒大在主場決
戰增添了勝利砝碼。
廣州恒大在結束迪拜的比賽
之後，隊醫對高拉特的傷勢進
行了仔細檢查。檢查之前，史
高拉利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高
拉特下一場恐怕很難打。不
過，隨後從恒大高層處傳來消

鄭智候選亞洲 MVP
有望二次當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州恒大在亞冠盃披荊斬棘一路
向前，其陣中的靈魂人物、隊長鄭智
也獲得亞洲足球認可。本月 29 日，亞
足聯「亞洲足球先生（MVP）」將在
新德里揭曉，中國國家隊（國足）和
廣州恒大淘寶的雙料隊長鄭智入圍 3名
候選之列。如果恒大能在亞冠決賽次
回合戰勝阿爾阿里奪冠，那麼鄭智便
極有可能第二次當選亞洲MVP。
按照亞足聯「亞洲足球先生」的評
選程序，在每年的 9月份由亞足聯組織
技術專家小組進行打分，累計得分最
高的 30 名球員成為年度最佳初選球
員，至 10 月中旬縮減成為 15 人。之
後，亞足聯會公佈最終的三位候選
人。在亞足聯年度頒獎晚會上，將正
式宣佈最終當選者。
鄭智今年在亞洲盃決賽周、世外
賽、亞冠盃中表現出色，且多次當選

香港時間昨日
凌晨，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世
界青年羽毛球錦標賽中，
中國隊以 3：0 橫掃印尼
奪得混合團體賽冠軍，
這也是中國創紀錄地第
十次奪冠。
據新浪體育消息，當日
的決賽，中國隊隊長陳清晨
聯手鄭思維率先在混合雙
打上陣，結果他們僅耗
時 24 分鐘就直落兩局
以 21：10、21：14
擊敗伊斯拉米／

上海隊領先14分結束上半場較量。
易建聯、王仕鵬以及外援拜納姆
在第三節開始發威，雖然上海隊表
現穩定，但領先優勢被逐漸蠶食到
兩分。第四節比賽，經驗更為老
到的廣東隊穩紮穩打，易建聯和
拜納姆出色發揮，幫助球隊反超
比分並將優勢穩定在 5 分以上。最
終，五人得分上雙的廣東隊 107：
103贏下比賽，取得兩連勝。
另外一場，北京隊主場對陣深
圳 ， 在 馬 貝 利 狂 轟 30 分 引 領
下 ， 主 場 以 102： 94 擊 潰
深圳取得兩連勝，同時
送給深圳賽季首場敗
仗。
■廣東球員拜納姆
廣東球員拜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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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短道多倫多獲1銀2銅

國奧戰武漢四國賽驗實力

2015－2016賽季短道速滑世界盃多倫多站的比賽於
當地時間8日落幕，中國隊獲得1枚銀牌和2枚銅牌，
本站比賽無「金」進賬。在當天進行的女子3,000米接
力決賽中，由范可新、韓雨桐、陶嘉瑩、臧一澤組成的
中國隊以4分14秒260的成績獲得銀牌，該項目的金牌
被韓國隊收入囊中，她們的成績是4分14秒148。中國
男隊獲5,000米接力的銅牌，韓雨桐和范可新分獲女子
500米第三名和第四名。
■新華社

為備戰里約奧運會預選賽決賽階段，國奧隊將參
加於 11 日在武漢開始的中國足協國際足球四國錦標
賽，與哥倫比亞、摩洛哥、韓國三支強隊同台競技。
國奧隊主教練傅博表示：「四國賽對手全部是強隊，
我們希望通過三場比賽檢驗球隊的真實實力。國奧隊
將通過比賽，盡可能安排不同組合，讓隊員身體、心
理上得到鍛煉和適應，對手實力越強，鍛煉價值越
大。」
■新華社

混血中鋒入U18國青男籃

■中國隊在男子
中國隊在男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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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籃協昨在官網公佈了 U18 國青男籃集訓名
單，來自北京首鋼三隊的混血中鋒塔瑞克．加尼尤位
列其中，這是男籃國字號集訓隊史上首位混血球員。
塔瑞克．加尼尤中文名為丘天，出生於1998年，今年
17 歲，身高 2 米 08，體重 100 公斤。丘天的父親是尼
日利亞裔美國人，曾効力NBA紐約人隊，母親則是北
京人。丘天從小生長在北京，雖然是混血兒，但是能
說一口正宗的北京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