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日焦點比賽第八日焦點比賽
（以下為香港時間）

日期

13日

14日

時間

19:00

20:30

21:00

21:32

21:50

22:06

23:30

02:25

02:42

04:14

04:20

07:53

08:27

09:03

09:11

09:37

09:49

10:04

項目

羽毛球

田徑

場地單車

賽艇

田徑

賽艇

射擊

射擊

蹦床

場地單車

網球

田徑

田徑

游泳

游泳

田徑

游泳

游泳

比賽

各單項賽事

男子100米

女子凱林賽

男子單人雙槳

男子鐵餅

女子八人單槳

男子25米手槍速射

男子飛碟雙向

男子

女子團體追逐賽

女子單打

男子跳遠

男子10,000米

女子50米自由泳

男子1500米自由泳

女子100米

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

賽事階段

小組賽

預賽

預賽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金牌賽事

焦點人物/隊

港隊、國羽

國手蘇炳添、張培萌、牙買加閃電
保特及美國選手加杜連

港將李慧詩、國手鍾天使及宮金傑

國手李越宏、張富升

國手董棟、高磊

中國隊

國手孫楊、澳洲選手霍頓

中國隊

泳池再續「霍楊之爭」田徑掀百米戰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 1313 日日（（香港時間香港時間 1313 日晚至日晚至 1414 日日
晨晨），），里約奧運進入第八天里約奧運進入第八天，，游泳和田徑成為當游泳和田徑成為當
日賽場的最大熱點日賽場的最大熱點。。其中其中，，中國名將孫楊將出戰中國名將孫楊將出戰
男子男子15001500米自由泳決賽米自由泳決賽，，火併澳洲宿敵霍頓火併澳洲宿敵霍頓。。
作為倫敦奧運作為倫敦奧運150015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孫楊孫楊
能否衛冕能否衛冕、、獲得他在本屆奧運會的第二枚金牌自獲得他在本屆奧運會的第二枚金牌自
然引人注目然引人注目。。而在前幾天而在前幾天，，澳洲選手霍頓的挑釁澳洲選手霍頓的挑釁
引發引發「「霍楊之爭霍楊之爭」，」，使得這場兩人再度同場競技使得這場兩人再度同場競技
的賽事更加吸引眼球的賽事更加吸引眼球。。
女子女子44××100100米混合泳接力米混合泳接力，，是中國隊的另一是中國隊的另一
大奪金點大奪金點。。去年世錦賽去年世錦賽，，中國隊獲得冠軍中國隊獲得冠軍。。更讓更讓
觀眾期待的是觀眾期待的是，，已成為全球已成為全球「「網紅網紅」」的的「「洪荒少洪荒少
女女」」傅園慧將再次出戰傅園慧將再次出戰，，她又將奉獻哪些搞笑而她又將奉獻哪些搞笑而
精彩的語錄和表情精彩的語錄和表情？？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評議熱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評議熱
潮潮？？
田徑賽場最引人關注的是百米大戰將進行資格田徑賽場最引人關注的是百米大戰將進行資格
賽和小組賽賽和小組賽，，中國中國「「飛人飛人」」的表現無疑成為國人的表現無疑成為國人

關注的焦點關注的焦點。。
從蘇炳添成為百米跑道第一個跑進從蘇炳添成為百米跑道第一個跑進1010秒大關的秒大關的

黃種人黃種人，，到中國隊在去年世錦賽男子到中國隊在去年世錦賽男子44××100100米米
決賽中創紀錄地獲得銀牌後決賽中創紀錄地獲得銀牌後，，中國短跑的長足進中國短跑的長足進
步就備受關注步就備受關注。。在蘇炳添在蘇炳添、、張培萌張培萌、、謝震業為中謝震業為中
國隊歷史性地贏得國隊歷史性地贏得33張百米跑道的入場券後張百米跑道的入場券後，，他他
們能否在奧運賽場繼續帶來驚喜們能否在奧運賽場繼續帶來驚喜？？牙買加牙買加「「閃閃
電電」」保特保特、、美國選手加杜連等名將有何狀態和表美國選手加杜連等名將有何狀態和表
現現，，均值得期待均值得期待。。
女子女子「「飛人飛人」」大戰大戰，，取代保特成為牙買加代表取代保特成為牙買加代表
團旗手的費雷澤是奪冠熱門團旗手的費雷澤是奪冠熱門。。從北京奧運會開啟從北京奧運會開啟
對女子百米跑道的統治後對女子百米跑道的統治後，，她還從未在世界大賽她還從未在世界大賽
中失守過金牌中失守過金牌。。
男子蹦床決賽男子蹦床決賽，，由衛冕冠軍董棟和世錦賽冠軍由衛冕冠軍董棟和世錦賽冠軍
高磊組成的雙保險高磊組成的雙保險，，當能為中國隊在該項目上實當能為中國隊在該項目上實
現三連冠現三連冠。。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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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女單之後，中國乒隊於當地時間11日（香港時間昨晨）再次迎

來「最幸福也最殘忍」的一戰。然而，被內地傳媒譽為「針尖對麥

芒」的「科龍大戰」卻出人意料地成為馬龍的「獨角戲」。後者以

4：0戰勝隊友張繼科，奪得男單金牌，成為世界乒壇第五位男子

「大滿貫」得主。而昨晚結束的女子輕量級雙人雙槳賽艇決賽中，中

國組合黃文儀/潘飛鴻以7分06秒49摘得銅牌，荷蘭及加拿大組合分

列冠亞。

新華社里約熱內盧11日電 儘管中國
女子重劍隊11日在里約奧運會上遺憾地
衛冕失利，只收穫一枚銀牌，但這枚銀
牌的歷史意義不一般，因為它是中國體
育代表團的第500枚夏季奧運會獎牌。
在當日進行的奧運女子重劍團體決賽

中，由許安琪、孫玉潔、孫一文和郝佳
露組成的中國女子重劍隊以38.44不敵
羅馬尼亞隊。根據里約奧組委的官方數
據，這是中國代表團獲得的第500塊夏
季奧運會獎牌，中國代表團也由此成為
第7個跨越500枚奧運獎牌大關的代表
團。
中國體育代表團的夏季奧運會首枚獎

牌和首金，都是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

上獲得的。192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
中國代表團成功跨越100枚獎牌大關。
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收穫
了第200枚獎牌。北京、倫敦兩屆奧運
會，中國代表團分別跨越第300枚、第
400枚獎牌大關。

「洪荒之力」內地遭搶註
獲得里約奧運銅牌的中國游泳選手傅園慧

以一句「我已經用了洪荒之力」，讓「洪荒
之力」一語爆紅，沒想到此語竟遭到1名河北籍音樂人共
花費人民幣4000多元搶註為商標。這名音樂人叫慶雨。他
表示，自己正在創作一首名為「洪荒之力」的搖滾歌曲。
9日凌晨，正在創作中的他突然決定將這4個字註冊為商
標。他之前已圍繞保定文化註冊了一系列商標。 ■中央社

國乒教練「不去賽場」觀戰
中國乒隊「獨孤求敗」。繼女單提前鎖定冠亞軍後，中
國男單兩位選手馬龍、張繼科也成功會師決賽。不過，女
單決賽賽場，未見中國乒乓女隊教練孔令輝的身影。孔令
輝決賽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就透露，自己不會去現場觀看決
賽，「無論是公開賽還是其他比賽都是這樣。」有網友總
結國乒總教練劉國梁與孔令輝的奧運觀賽日常是：「我就
靜靜地看着你們虐別人」。 ■中新社

新華社里約熱內盧12日電 中國游泳
協會香港時間12日凌晨確認，女子游泳
運動員陳欣怡藥檢呈陽性。
記者從中國泳協負責人處獲悉，陳

欣怡在8月7日里約奧組委實施的賽內
藥檢中被查出A瓶氫氯塞秦陽性。陳
欣怡目前已向國際奧委會提交了B瓶
檢測和召開聽證會的申請。
陳欣怡年僅18歲，6日參加了女子

100米蝶泳預賽和準決賽，7日在該項
目決賽中名列第四。原計劃她還將參
加12日下午的50米自由泳預賽。據了
解，氫氯塞秦是一種利尿劑。
中國游泳協會表示，已要求陳欣怡

積極配合調查，如實陳述事實，認真執
行反興奮劑規定，依法維護正當權益。
該負責人同時強調，中國游泳協會堅決
反對使用興奮劑，將主動配合國際體育
仲裁法庭開展調查，並尊重國際體育仲
裁法庭的最終決定。
為增加奧運會藥檢的公正與透明，

國際奧委會在里約奧運會期間採取新
措施。在實驗室陽性結果出現後，國
際奧委會率先進行調查，核實運動員
是否有正當理由使用藥物造成藥檢陽
性。如果需要進一步處理，國際奧委
會將通知相關奧委會和運動員本人，
之後將事件移交國際體育仲裁法庭，
由後者判定陽性違規是否成立。如果
違規被認定為成立，國際奧委會才會
給出相應處罰。
按照這個流程，陳欣怡的陽性案例

要在檢測B瓶和召開聽證會之後，如
有必要才遞交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

外媒關注中國泳手寧澤濤
中國游泳選手寧澤濤在里約奧運會上的

亮相不僅被其內地粉絲關注，也受到外媒
矚目。Inquisitr網站11日報道說，寧澤濤
依靠英俊的面孔和「輪廓分明」的體型贏
得了眾多粉絲，然而在里約賽場上，他的
成績顯然還不夠優秀，不過他的背後仍然
有眾多「為他瘋狂的女人」。美國《紐約
每日新聞》11日推出了11張寧澤濤在賽

場內外的代表性照
片，並說寧澤濤在他
的粉絲中「永遠排名
第一」。 ■中新社

奧 運 點 滴

陳欣怡藥檢呈陽性
申請B瓶檢測

獎牌榜獎牌榜
（截至香港時間12日）

排名

1

2

3

4

5

代表團

美國

中國

日本

英國

澳洲

金

16

11

7

6

5

銀

12

8

2

6

5

銅

11

12

13

6

6

總數

39

31

22

18

16

衛冕冠軍張繼科，被公認為是乒乓球界
罕見的有激情、有個性的「外露型」

球手。但這場奧運男單決賽，卻平平無奇。
首局，馬龍迅速取得6：3領先，之後張繼科
連續扣殺得手，雙方你來我往，從9平一直
打到12平。關鍵時刻張繼科先是接發球直接
出界，隨後正手拉球出界，馬龍以14：12先
下一城。
次局，馬龍一路領先，張繼科頻頻出現低

級失誤，以大比數5：11再次失守。第3
局、第4局，張繼科同樣沒有起色，鬥志消
沉下以兩個4：11俯首稱臣。該場比賽只用
了37分鐘便結束戰鬥。
賽後，張繼科對馬龍完成大滿貫表示祝

賀：「馬龍今天的表現的確不錯，不論技術
實力、攻防轉換能力，還是前三板的細膩
度，馬龍都比我發揮得好。」
而「十年磨一劍」的馬龍對實現夢想表示

非常高興，他還對「對手+兄弟」的張繼科
毫不吝嗇地送上讚美。「我和繼科從小一起
長大，這麼多年來是對手也是兄弟。」馬龍
說，「這幾年他的成績都是中國隊最好的，
對我來說也是榜樣和動力。」他還說，乒乓
球項目在中國長盛不衰，這麼多年，前輩們
打下的好基礎傳承到我們這一代。

杜麗結束第四次奧運之旅
另外，在女子50米步

槍三姿比賽，34歲

的老將杜麗以447.4環摘銅，結束了她的第
四屆、也基本是最後一屆奧運會。另一名中
國選手張彬彬以0.2環之差屈居亞軍，德國
的芭芭拉以458.6環獲得金牌。
中國水軍泳池再傳佳音，史婧琳和汪順在

女子200米蛙泳和男子200米個人混合泳決
賽均摘取銅牌；獲得男子100米背泳銀牌的
徐嘉余名列200米背泳第四名。不過，在男
子100米自由泳準決賽中排名第12而無緣決
賽的寧澤濤，再在男子50米自由泳預賽中位
居第30名，無緣準決賽。
羽毛球賽事全面打響，已實現了國際大賽

雙滿貫的「超級丹」開啟了他的奧運三連冠
之旅。在當地時間11日的里約首秀中，他以

2：0輕鬆戰勝奧地利選手，贏得了在
奧運會賽場的11連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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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昨日成績單中國隊昨日成績單

中國收穫奧運史第500枚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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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製作問題，里奧
頒獎儀式「錯版」中
國國旗終於得以糾
正。經緊急趕製，
「正版」五星紅旗
終於在奧運賽場
升起。

■中新社

羽毛球小組賽

男子花劍團體
8強賽

女子排球
小組賽

女子沙排
16強賽

林丹2：0馬爾科夫

中國42：45法國

中國0：3塞爾維亞

中國0：2巴西

■■陳欣怡獲女子陳欣怡獲女子100100米米
蝶泳第四名蝶泳第四名。。 美聯社美聯社

■■寧澤濤以其俊朗寧澤濤以其俊朗
的外表贏得無數粉的外表贏得無數粉
絲絲。。 新華社新華社

■■馬龍獲勝後以心形手勢感謝眾人支持馬龍獲勝後以心形手勢感謝眾人支持。。 路透社路透社

■■女重為中國迎來奧運史上第女重為中國迎來奧運史上第500500
枚獎牌枚獎牌。。 美聯社美聯社

■■張繼科張繼科（（左起左起）、）、馬龍及日本球馬龍及日本球
手水谷隼頒獎台上合影手水谷隼頒獎台上合影。。 法新社法新社

■■杜麗再添一枚里約奧運杜麗再添一枚里約奧運
銅牌銅牌。。 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今戰孫楊今戰 15001500
米自由泳比賽米自由泳比賽。。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