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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錦賽女子爭先賽
李慧詩大熱奪標

■上港球星奧斯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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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李慧詩
詩（右）在比賽中
在比賽中。
。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
香港「女車神」
李慧詩昨日在新
德里舉行的亞洲
場地單車錦標賽
■ 梁峻榮拚得銀牌 女子爭先賽中，
一面。
一面
。 沈金康供圖 大熱奪標。李慧
詩先在 4 強以 2:0
擊敗日本車手順利躋身決賽，而在決賽中，
她在三局兩勝的比賽中，以 2:0 擊敗韓國車
手 Kim Wong Yeong，奪得今次亞錦賽個人
第二金。同日，另一位港隊女將刁小娟則在
女子捕捉賽中為港奪得一面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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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峻榮摘銀 沈金康讚不言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 港超球隊東方首次
出戰亞冠。
出戰亞冠
。
新華社

報道）上海申花主場輸波，無緣亞冠
正賽後，至此，中超球隊廣州恒大、
江蘇蘇寧、上海上港獲得正賽資格，
此前連續 4 年中超「Big4」征戰亞冠
■恒大目標亞冠
冠軍。
冠軍
。 新華社

的格局生變。不過，由於港超東方獲
正賽名額，首次出戰亞冠，這也意味

另外，港男車手梁峻榮日前在男子全能
賽，為港增添一面銀牌。梁峻榮於全能賽按
照新的規則進行 4 個項目，前三個項目梁峻
榮較為被動，總分第六，落後第一名 22
分。梁峻榮在最後的記分賽，在尚剩 16 圈
時，進行了絕地反擊，從主車群爆出追上前
50 米的哈薩克和日本運動員，瞬間更甩掉
領放，最終在比賽最後 5 圈時，完成突圈，
獲得亞軍。港隊總教練沈金康賽後評價時表
示：「梁峻榮依靠良好的心理素質，永不言
敗的拚搏精神以不可想像的難度，百分之一
的希望，百分之百的能力與追求獲得成功。
全隊向梁峻榮學習，其比賽視頻將作為未來
教學片。」

着，征戰亞冠隊伍從「中超Big4」變
成「中國Big4」，四支球隊將在亞冠

足 壇 快 報

中能走多遠，值得期待。

足協盃抽籤對陣出爐

對於新賽季亞冠，中國四支球隊可謂心態和目標各
異。
恒大盼延續奪冠定律
廣州恒大在上季的亞冠中未能把握機會，沒有小組出
線。新賽季，恒大的目標絕不是小組出線，亞冠冠軍才
是終極想法。要知道，2013 賽季、2015 賽季亞冠冠
軍，恒大都是在上一賽季成績不佳的情況下拿到。今年
又時隔兩年，遇到奇數年，恒大能否延續這一定律，值
得期待。在陣容上，恒大外援沒有太多變化，而中國球
員整體實力有增補，因此恒大在戰鬥力上有增無減。

蘇寧目標至少小組出線
江蘇蘇寧在上季亞冠小組賽中名列第三，沒能進入淘
汰賽。新賽季，蘇寧主帥崔龍洙明確表示，目標為至少
小組出線。利好消息是，蘇寧所在小組最強勁對手的上
季亞冠冠軍全北現代被剝奪本賽季亞冠資格，名氣和實
力遜色不少的濟州聯遞補，這無疑給蘇寧小組出線增加
了更多可能性。

上港矢志入4強再突破
上海上港在上一賽季亞冠取得8強戰績，是中超球隊表
現最好的。新賽季，上港在多個位置進行了補強，包括引
入猛將奧斯卡，進入4強再突破，是上港唯一的目標。

東方打出港超戰鬥精神

新賽季中超3．3揭幕
昨日，中國足協下發了 2017 年中超聯賽
賽程。新賽季中超聯賽將於 3 月 3 日揭幕，

國足全體抵穗飛行集訓
為備戰主場與韓國隊的世界盃 12 強賽，
國足全體隊員昨日陸續抵達廣州，開始為期
3 天的飛行集訓。此次集訓的 27 名國腳分別
來自中超和中甲的 12 間球會，其中廣州恒
大共有 8 人入選，成為當之無愧的「國腳大
戶」。由於本次集訓只有 3 天，且大多數國
腳目前均跟隨各自球會進行海外集訓，本次
飛行集訓的效果備受外界質疑。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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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達迪
哈達迪(( 右) 與周琦
與周琦(( 左) 在比賽中發生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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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聯賽前日全面展開，新疆隊中鋒周
琦在比賽中向對自己犯規的四川外援哈達迪
揮拳，被直接驅逐出場，成為本輪最大熱
點。對於揮拳一事，周琦賽後在其社交平台
表達了歉意。
四川和新疆的比賽是本輪的一大焦點，雖
然衛冕冠軍四川目前實力不及新疆，而且僅
排名第九，還要為季後賽席位苦苦掙扎，但
因為哈達迪和周琦的大個頭對位，這場比賽
仍然引人注目。令人意外的是，比賽打到第
二節，兩人爭搶籃板球時，哈達迪在周琦身
後有摟脖子的動作，被激怒的周琦隨即回身
揮拳打向哈達迪。幸好裁判及時制止了兩人
的衝突，並給了哈達迪一個違體犯規，周琦
則被直接驅逐出場。不過，雖然周琦被驅
逐，新疆隊卻在第二節大爆發，這一節他們
拿下 39 分，足足贏了對手 22 分。最終新疆
隊在客場108:86大勝四川。 ■記者 梁啟剛

短訊

港超東方首次參加亞冠聯賽，與強大的恒大同屬一
組，且首輪相遇。其他對手包括韓國盃賽冠軍水原藍
翼、日本聯賽季軍川崎前鋒，這兩支球隊都有征戰亞冠
經驗，實力也不俗。東方若能夠成功攪局，與恒大攜手
出線，無疑是最好的結果。即便未能小組出線，對東方
來說，打出港超球隊的戰鬥精神，也是一種莫大的收穫
和歷練。

昨日，燕京啤酒 2017 中國足協盃官方抽
籤儀式在北京舉行，64 支足協盃參賽球隊
通過抽籤確定了對陣。根據抽籤結果，衛冕
冠軍廣州恒大首輪的對手很可能是中甲升班
馬雲南麗江，如果勝出，下一輪的對手很可
能是新晉強隊河北華夏幸福，有趣的事，同
樣來自廣東的中超球隊廣州富力也處於同
區。
■中新網

向哈達迪揮拳
周琦道歉

到 11 月 4 日落幕，全年 30 輪，共 240 場比
賽，共歷時 8 個月。中超開幕式將由濟南承
辦，山東魯能將坐鎮主場對陣天津泰達。
■記者 梁啟剛

東方炒富力 鞏固港超榜首

大冬會閉幕 中國列獎牌榜第六

■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在閉幕式上入場
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在閉幕式上入場。
。

第 28 屆世界大學
生冬季運動會日前
在哈薩克閉幕，中
國代表團最終以 4 金
4 銀 2 銅收官，名列
獎牌榜第六位。
■下屆大冬會舉辦地俄羅斯克
本屆大冬會設 12
拉斯諾亞爾斯克市代表在閉幕
個大項
85 個小項。
式上接過會旗揮舞。
式上接過會旗揮舞
。 新華社
中國代表團此次派
出 119 名選手參賽，分別來自全國 7 個省區市的 17
所高校，是我國參加境外大冬會規模最大的一屆。
中國代表團參加了10個大項的比賽，在為期12天
的角逐中，中國代表團保持了傳統優勢，所獲得的
10 枚獎牌中有 5 枚來自短道速滑，另外 5 枚屬於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瀋陽體育學院的朱瑩瑩為中國
代表團獲得了第一枚金牌，而短道速滑在男子 5000
新華社 米接力中奪金，為中國代表團圓滿收官。此外，中

國隊還在越野滑雪女子 3×5 公里接力等項目上取得
了境外參賽的最好成績。
俄羅斯代表團在本屆大冬會上獨攬 71 枚獎牌高居
榜首，其中金牌29枚銀牌27枚銅牌15枚。金牌數幾
乎是排在第二位的哈薩克的三倍。分析認為，俄羅斯
在獲得 2014 年索契冬奧會的主辦權之後，花大力氣
培養青少年冰雪運動員，而在本屆大冬會上的良好表
現正是其推廣冰雪運動的顯著效果。東道主哈薩克以
11 金 8 銀 17 銅的成績名列獎牌榜第二位。韓國隊以
11 金 5 銀和 5 銅名列獎牌榜第三位。日本奪得 6 枚金
牌、12枚銀牌和10枚銅牌，列獎牌榜第四。

下屆2019年俄羅斯舉行
在閉幕式上，世界大學生體育聯合會主席馬迪欽
宣佈第 28 屆大冬會閉幕。下屆大冬會將於 2019 年 3
月在俄羅斯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舉行。
■新華社

■東方前鋒
洛迪古斯
( 左) 埋門
埋門。
。
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昨晚舉行
的港超聯賽中，東方在旺角場以 6:1 大炒廣
州富力，鞏固榜首之位，亦為備戰 22 日在
亞冠盃分組作客對中超廣州恒大一戰打下
強心針。另外有外國傳媒稱，英超韋斯咸有
可能成為今夏在香港舉行的英超挑戰盃參賽
球隊之一。

丁俊暉出局 傅家俊入8強
昨日在英國舉行的格蘭披治大獎賽中，中
國名將丁俊暉在次圈對陣梅菲，在先拿到賽
點卻在決勝局失利，以 3:4 被擋在 8 強之
外。中國香港名將傅家俊在對陣安東尼麥基
的比賽中發揮出色，以4:2獲勝輕鬆晉級，8
強的對手是京治。
■記者 梁啟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