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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人撐場 慈善拳賽圓滿閉幕

■中國香港排舞運動總會的代
表為比賽助興。
表為比賽助興
。 郭正謙 攝

■ 嘉賓們與舉牌女郎合照
留念。
留念
。
郭正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由高博
集團主辦、香港拳擊
總會及香港踢拳總會
■ 打頭陣的梁永耀
打頭陣的梁永耀（
（右）
協辦的「聯金 217 慈善
以點數勝出。
以點數勝出
。 郭正謙 攝
拳賽」昨晚圓滿結束。比
賽吸引了過千名觀眾親臨灣仔
修頓室內場館共襄善舉，六場包括拳擊、踢
拳及綜合格鬥技的比賽均在觀眾熱烈掌聲中劃上完美句號。
昨晚舉行的「聯金 217 慈善拳賽」一共進行了兩場拳擊、
兩場踢拳以及兩場綜合格鬥技比賽，一晚之間將三種不同
類型的比賽呈現在觀眾眼前，而參賽拳手之中亦不乏本地
好手，包括前香港冠軍梁永耀、香港泰拳冠軍孫德全及全
國錦標賽冠軍黃鑫等等 。除了精彩拳賽，主辦單位更邀得
中國香港排舞運動總會作表演嘉賓，加上本地著名 DJ 現場
打碟助興，令現場過千名觀眾度過了節目豐富精彩的一夜。

周躍龍
闖威爾士公開賽八強

中國代表團昨日飛抵日本札幌參加第八屆
亞洲冬季運動會，代表團秘書長任洪國日前

■周躍龍
力挫威爾
士選手李·
霍加。
霍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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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本屆亞冬會對中國代
表團來說是鍛煉隊伍的好機會，中國派出 236
人的代表團參加全部 64 個小項的比賽，就是
■ 中國代表團秘書
長任洪國。
長任洪國
。 新華社

為了檢驗備戰平昌冬奧會的訓練成效，為

威爾士桌球公開賽當地時間 16 日在加的
夫進行了第三輪和第四輪的較量，中國小將
周躍龍連續擊敗羅斯梅亞和李·霍加，成為
闖入8強的唯一中國選手。
周躍龍先是在下午的比賽中以 4：1 擊敗
了梅亞，然後又在晚上以 4：0 零封威爾士
老將霍加。
另外兩名中國選手的表現也比較出色，17
歲的顏丙濤在第三輪以 4：1 力挫世界排名
第一的沙比，闖入 16 強。可惜在接下來的
比賽中，他以 1：4 不敵挪威選手馬福林，
無緣 8強。梅希文在第三輪以 4：2淘汰了世
界排名第十位的北愛爾蘭名將馬克艾倫，但
在第四輪以 2：4 不敵 41 歲的米健士，未能
再次晉級。
本屆威爾士公開賽成為名將的滑鐵盧，排
名世界前 16 名的選手中，只有 3 人晉級 8
強。他們是排名第二的冰咸、世界第四卓林
普和排在第八的鶴健士。
8 強對陣形勢如下：周躍龍對蘇格蘭選手
唐納森，卓林普對鶴健士，冰咸對卡靈頓，
馬福林對米健士。
■新華社

2022 年北京冬奧會積累經驗、惡補短板。

任洪國表示，距離平昌冬奧會開
幕還有不到 1 年的時間，在這個時

間段參加明日開幕的札幌亞冬會，中國代表
團正好可以鍛煉隊伍、檢驗備戰成果。他
說：「咱們的優勢項目也是亞洲的優勢項
目，比如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樣滑冰中
的一些小項。」

鍛煉隊伍 逢獎必爭
從歷史格局來看，亞冬會的獎牌榜前四名
之爭主要集中在中國、日本、韓國和哈薩克。
上屆亞冬會，哈薩克以 32 塊金牌雄踞金牌榜
榜首，日本（13 金）、韓國（13 金）和中國
（11金）分列第二至四位。
雖然沒有透露中國代表團札幌之行的獎牌總體
目標，但任洪國表示，代表團對單項隊伍的要求
「非常具體」，對金牌也有「明確的要求」。他
說：「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鍛煉隊伍，強項要穩
步提升，弱項也要有提高，逢獎必爭。」
短道速滑、花樣滑冰、速滑、冰壺、單板
滑雪Ｕ型場地等項目是中國軍團冬奧會衝擊獎
牌甚至金牌的重點項目。任洪國表示，這些項
目在本屆亞冬會也是中國軍團的「衝金點」。
他說：「本屆亞冬會中國的衝金點大約有 10
個，但是大賽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所以
我們還是要發揮到極致才會有所收穫。」
任洪國表示，無論是冬奧會、世錦賽還是
亞冬會，短道速滑的「中韓之爭」歷來是最大
看點。他說：「短道速滑一共 8 金，韓國隊拿
5 金的可能性比較大。我們最主要是鍛煉隊
伍，即使自己不佔優勢也要全力去拚，為明年
和2022年冬奧會做準備。」

短道速滑中韓之爭
花樣滑冰方面，中國隊的雙人滑在亞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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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奪冠優勢，但在男
單、女單以及冰舞方
面，日本隊的水準更
勝一籌。
任洪國對中國冰壺
隊的札幌之行充滿期
待，他說：「冰壺還是要取得好成績
的，中國隊要全力去拚，（如果）在亞洲
都拚不出去，實在沒有道理。」此外，中國隊
的蔡雨桐和劉佳宇在單板滑雪U型場地的女子
比賽中最有希望為中國奪取雪上項目的金牌。
展望平昌冬奧會和 2022 年冬奧會，任洪國
表示，中國的冰雪運動正在快速發展；作為競
技體育工作者，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打造一支
「有能力」的隊伍去參加冬奧會的所有項目比
賽。
■新華社

■短道速滑名將范可
新（左）與武大靖抵
達札幌。
達札幌
。
新華社

■ 短道速滑教練李
琰 （ 右二
右二）
） 接受媒
體採訪。
體採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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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冬會中國代表團抵達札幌
參加第八屆亞洲冬季運動會
的中國代表團於昨日抵達日本
札幌，正式開始亞冬會之旅。
本屆亞冬會中國代表團共有
236人，運動員將參加全部64個
小項比賽。昨日到達的是中國
代表團團部和短道速滑、越野
滑雪等隊伍，而冰壺、女子冰
球等隊伍已先期抵達開始了備
戰訓練。
本屆亞冬會中國代表團派出
了各項目最強陣容出戰，在短
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樣滑冰
等強項上，范可新、武大靖、
張虹、于靜、張昊、李子君等
名將悉數在列。為了備戰 2018
和 2022 年冬奧會，代表團也着

重選派了一批有潛力的年輕選
手，力爭通過本次比賽的磨煉
增強冬季運動人才儲備。
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李琰
表示，希望運動員們能感受亞
冬會的獨特氛圍，提前體驗綜
合性運動會，為明年冬奧會做
準備。
對於被寄予厚望的速度滑冰項
目，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
中心訓練競賽部部長黃麗霞說：
「速度滑冰項目，中國在短距離
上比較有實力，包括索契冬奧會
女子1000米冠軍張虹，名將于靜，
還有小將李奇時。男子方面，小將
高亭宇也有不俗實力。」札幌亞冬
會今日開幕。
■新華社

大埔今戰哀兵傑志 誓再捷進三甲

■伊達
伊達（
（左）為大埔
注入活力。
注入活力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近 5 戰取得
4 勝 1 和，和富大埔是目前港超狀態最好的球
隊之一，今晚 5 時 30 分這支地區球隊將於旺
角大球場迎戰「哀兵」傑志，誓要再取 3 分
繼續向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三甲目標邁
進。門票一律收 100 元正、長者及學生特惠
票30元正。
自季中邀得港腳伊達加盟後，和富大埔戰
績一直穩步上揚，菁英盃接連力克傑志、南
華，聯賽又迫和「一哥」東方，令球隊上下
信心增強不少。伊達為以年輕球員為主的大
埔帶來了穩定性，加上前鋒盧卡斯一直保持
狀態，令大埔已成為列強不能忽視的「黑
馬」。
中場李嘉耀認為球隊士氣正處於高峰：
「連場勝仗令我們更有信心，傑志專心於本

地賽更難應付，今仗亦肯定以最強陣容出
擊，我們必須發揮出最高水平才可搶分。」
傑志目前打少一場下落後榜首東方 6 分，
要爭奪聯賽冠軍不能再輕易失分，衝擊亞冠
盃小組賽失敗無疑令球隊上下感到失望，不
過亦令球隊可以專注本地賽。
主帥朱志光表示球隊雖然亞冠盃出局，不
過表現有目共睹，證明球隊可以挑戰亞洲最
高級別的賽事。目前球員已收拾心情迎接下
半季的賽事，希望藉一場勝仗作為重新開始
的起點：「我們踢出了一場超水準的賽事，
雖然落敗不過仍收獲豐富，我相信對球隊接
下來的爭標旅程甚有幫助。大埔擅長防守反
擊，我們需要小心應付。」
至於昨進行另一場港超聯賽，R&F 富力客
場以4：3險勝港會，基本擺脫降班危機。

■ 大埔球員李嘉
耀 （ 左 ） 在菁英
盃力壓傑志的華
度斯。
度斯
。 新華社

精武門格鬥聯賽
廣州開打

■參賽拳手賽前合影
參賽拳手賽前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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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內地首個以俱樂部為參賽主體的綜合格
鬥賽事精武門綜合格鬥職業聯賽，將在廣州
英東體育館展開角逐。昨日，稱重儀式在廣
州舉行，來自中國、俄羅斯、哈薩克等國的
數十名選手，將在今明兩日展開對決，為所
在俱樂部衝擊四強名額。精武門綜合格鬥職
業聯賽賽季總獎金達到 1000 萬元，去年 9
月，揭幕戰在廣州打響。
記者了解到，該賽事分為俱樂部團體賽和
個人爭霸賽。團體賽方面共分為 5 個級別的
比賽，採取單循環制，16 家俱樂部分為四
個小組，每個小組決出第 1 名，晉級準決
賽。準決賽採取單敗淘汰制，四家俱樂部兩
兩對決，勝者晉級總決賽。目前，4 個小組
中除了黑龍江龍雲綜合格鬥俱樂部及四川恩
波格鬥俱樂部提前鎖定 C、D 兩組的出線名
額外，A、B兩組的出線形勢仍未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