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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郭
正謙）上

年在香港公開
賽奪冠後一帆風順登上世
界「一姐」寶座，中華台
北好手戴資穎今年重回福
地成功衛冕，以局數2：0
擊敗印度球手辛杜勇奪女
單冠軍，四年內三度於香
港公開賽稱后，亦是繼國
羽名宿張寧及謝杏芳
後，史上第三位衛冕
香港公開賽的女單球

手。
有大批球迷支

持、猶如主場出擊
的戴資穎昨面對二
號種子的辛杜，

雖然受到對方的頑強抵抗，
但憑藉較穩定的發揮終連勝
兩局21：18成功衛冕。
這名世界「一姐」再度

感謝香港球迷對她的支
持：「我知道這場有很多
印度球迷來支持辛杜，但
我知道論打氣聲香港球迷
是不會輸的。」佔據世界
排名第一長達一年，戴資
穎笑稱這寶座已坐得有點
久：「我不會去想自己可
以排第一排多久，想太多
壓力會很大，我只會專注
眼前的比賽。」她更承諾
明年一定會回來爭取三連
霸：「這裡是我的福地，
東西又好吃，我一定會回
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
報道）25日深夜在滬舉行的UFC
（終極格鬥冠軍賽）上海之夜中，
全部的12場比賽共出現了4次KO
與4次降服。作為替補選手登場的宋
亞東豪取中國選手首勝後，本土軍
團的五連勝燃爆全場。
宋亞東與印度人巴拉特．坎達爾

的對決展現出了強大的拳法優勢，
在第一回合不到5分鐘的較量中，多
次漂亮地擊中對手。在距離該回合
結束僅有15秒左右時，宋亞東一記
重拳直接擊倒坎達爾，隨後他快速
進入地面，以front choke（正
面鎖喉）降服對手，豪取
UFC上海燃情夜的中國
選手的首勝。賽後採訪
時，宋亞東表示，「我
的心情現在非常激動，
這裡是我的家鄉，是我
的主場，同時也是我第一

場UFC比賽，我特別希望能給大家
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此後，中國軍團士氣高漲，女子

草量級對決中，閆曉楠戰勝了凱琳
．科倫。 宋克南更是在自己UFC
首秀中，開場15秒就終結了對手博
比．納什，刷新了中國UFC選手最
快終結紀錄。「東北虎」王冠則在
自己的UFC首秀中面對美國名將
「皇家李小龍」亞力克斯．卡薩雷
斯，在長時間的對攻中，王冠多次
漂亮地擊中對手，以29：28、 28：
29、 29：28的點數獲勝。

而作為中國軍團領軍人
物的李景亮在對決美國
人扎克．奧托時，首
回合2分50秒左右，
便一記重拳擊倒了
奧托，隨後連續以地
面砸拳進行追擊，成
功TKO了對手。

UFC滬首秀
中國軍團贏得五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和富大埔昨午
在菁英盃A組賽事以3：0大勝陽光元朗，取得
兩連勝、6分位居榜首的同時，也一雪銀牌被踢
出局之恥。

大埔藉元朗用上久疏戰陣的彭梓健把
關，開局便狂攻，並在25分鐘內先後

由伊高沙托尼遠射、翟廷峯
及羅素入球，鎖定
3：0賽果。
兩連勝後，大埔小

組賽出線形勢樂觀。主帥
李志堅表示：今場勝利的士氣有
助下月 10日主場聯賽再鬥元
朗，希望連勝；雖聯賽與傑志
尚有8分之差仍須全力追趕，
但明年作客廣州對陣富力，
調動精兵力求勝利。

鄭州炎黃馬拉松昨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以「千年炎黃情，萬眾馬拉
松」為主題的韻動中國．2017思念
盃鄭州炎黃國際馬拉松賽，昨在河南
鄭州舉行，來自肯尼亞選手帕捶克及
塔拉米分別榮獲男子組、女子組全程
冠軍桂冠。此次比賽的終點位於黃河
風景名勝區，跑友們完成比賽之後，
還可以祭拜炎黃二帝。

長寧半馬賽 李小鵬鳴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首屆長寧國際半程馬拉松賽
昨鳴槍起跑，上海市體育局局長徐
彬、長寧區委書記王為人、長寧區區
長顧洪輝、體操世界冠軍李小鵬等共
同為賽事鳴槍發令。是次比賽除邀請
了肯尼亞、坦桑尼亞、烏干達、埃塞
俄比亞等國的20多名長跑運動員參
加外，匈牙利布達佩斯第八區及捷克
布拉格第一區也均派出代表團。

近三萬人參與東莞馬拉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

報道）第 16屆亞洲馬拉松錦標賽
（亞錦賽）暨2017東莞國際馬拉松
昨在東莞市中心廣場鳴槍起跑，近3
萬名馬拉松選手同場競技。包括當地
核心易建聯（見圖）在內的廣東男籃
將士也到場參與了這次盛事。最終，
來自印度的戈皮索納卡爾及朝鮮選手
金惠慶分別奪得男女子冠軍。

大埔三蛋贈元朗 菁英盃連捷

李宗偉
男單決賽力挫勁敵諶龍

香港五度封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近年國際羽壇群雄並起，
令中國羽隊（國羽）的統治地
位受到動搖，不過超新星鄭思
維的冒起令國羽於混雙項目繼
續強勢，這名年僅20歲的球手
今年8度殺入超級系列賽決賽，
並勇奪四冠，勢將成為港隊混
雙於東京奧運衝擊獎牌的最大
阻力。
港隊混雙近年表現不俗，

鄧俊文/謝影雪今年曾歷史性
奪得首個超級賽冠軍，李晉
熙/周凱華亦長居世界前十，
不過港隊混雙要於東京奧運
再作突破，就可能要面對來

自國羽的嚴峻考驗。
20歲的鄭思維在近兩年的

混雙項目快速冒起，上年初
試啼聲已收穫3個超級系列賽
冠軍，今年8次出戰超級系列
賽全數晉身決賽，最近換上
新拍檔黃雅瓊後更連奪兩
冠。被視為國羽備戰東京奧
運的重點培養球員，鄭思維
表示自己仍然年輕需要繼續
學習：「沒想太多以後的事
情，自己的國家隊資歷尚
淺，還要不斷學習，透過比
賽去累積經驗，當大家都視
我們為威脅的時候，才是真
正的考驗。」

戴資穎 福地二連冠
感謝香港球迷

鄭思維冒起
延續國羽混雙強勢

昨日決賽賽果
混雙

男雙

女單

女雙

男單

鄭思維／黃雅瓊（中國）

費爾納爾迪∕蘇卡穆約（印尼）

戴資穎（中華台北）

陳清晨∕賈一凡（中國）

諶龍（中國）

2：0

2：0

2：0

2：1

0：2

里斯蒂安森∕彼德森（丹麥）

彼德森∕科爾丁（丹麥）

辛杜（印度）

波麗∕拉哈育（印尼）

李宗偉（馬來西亞）

香港男籃（藍
衫）昨晚坐鎮主
場修頓體育館出
戰世界盃亞洲區
外圍賽，苦戰之
下以 74：133不
敵身材高大、佔
盡高空優勢的新
西蘭隊，繼上周
慘敗給國家男籃
後再次失利。明
年2月26日，港
隊將在修頓主場
迎戰國家男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志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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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賽

再

負

■■李宗偉力挫諶李宗偉力挫諶
龍龍，，在香港羽賽在香港羽賽
奪冠奪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國羽組合陳清晨國羽組合陳清晨//賈賈
一凡一凡（（左左））贏得女雙贏得女雙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戴資穎成功衛冕港羽賽后冠戴資穎成功衛冕港羽賽后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閆曉楠閆曉楠（（左左））力克美國選手凱琳‧科倫力克美國選手凱琳‧科倫。。法新社法新社

■■元朗艾華頓元朗艾華頓（（左左））和大埔的大衛拉菲爾爭球和大埔的大衛拉菲爾爭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宋亞東宋亞東

短
訊

■■李宗偉李宗偉（（右右））與諶龍分獲冠亞軍與諶龍分獲冠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這場里約奧運男單決賽翻版令昨
天的紅磡香港體育館座無虛

席，今年只曾贏過全英賽的李宗偉
甫開賽已經十分進取，反而諶龍明
顯未能適應風向頻頻失誤，結果李
宗偉以21：14先拔頭籌，第二局諶
龍狀態回勇開局領先，不過李宗偉
憑韌力挽回不少關鍵分逐漸收復失
地，在尾段更成功以21：19反敗為
勝，直落兩局擊敗諶龍勇奪冠軍，
亦是這位馬來西亞球手10年來第五
度稱霸香港公開賽。
今年成績未見突出，
之前有不少評論均認為
李宗偉正在走下坡。
對此，他表示這個冠軍

就是要為自己正名：「我從不在乎自
己多少歲，只要身體允許我都會打下
去，8月到現在都沒打過一場好比
賽，看到有些評論還是會傷心，這個
冠軍正好證明我還能打。」

諶龍明年力拚亞運金牌
而諶龍自里約奧運後狀態一直低

迷。雖然今次輸給李宗偉，不過還
是可以看到這名奧運冠軍的狀態正
在逐漸提升。他表示明年將會是充
滿挑戰的一年：「我目前就差一個
亞運冠軍，因此明年亞運會是我的
最大目標，現在已開始一直調
整，希望到亞運將狀態提
升到最高。」

一連六日在香港體育館舉行的
世界羽毛球超級系列賽之香港公
開賽，昨產生全部5個項目的冠軍
人馬。主場作戰的中國羽隊（國
羽）由鄭思維/黃雅瓊及陳清晨/賈
一凡奪得混雙與女雙兩項錦標。女
單、男雙無緣決賽，最終分
由中華台北的戴資穎和印
尼組合費爾納爾迪/
蘇卡穆約折
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面對重拾狀態的中國「一哥」諶龍，35歲的馬來西亞

拿督李宗偉昨日以表現證明自己寶刀未老，直落兩局2：0擊敗對手成為今屆香港公開

賽男單冠軍，一報里約奧運決賽落敗之仇。

■■鄭思維（左）慶祝得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