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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青殘運開幕
張沅任港隊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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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沅持旗率港隊進入亞青殘
運開幕禮會場。
運開幕禮會場
。 殘奧會提供

總獎金 100 萬美元的世界羽
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當地時間
本月 13 日至 17 日在阿聯酋迪
拜舉行，
拜舉行
， 在 11 日出爐的分組
抽籤中，
抽籤中
，中國羽隊
中國羽隊（
（國羽
國羽）
）悍
將諶龍與大馬「
將諶龍與大馬
「 一哥
一哥」
」 李宗
偉、韓國名將孫完虎以及本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亞洲青少年殘疾人
運動會於當地時間 10 日在廸拜開幕，港隊硬地滾球
運動員張沅擔持旗手率領團員步入開幕禮會場。
首次擔任開幕禮持旗手的張沅表示：「參加大型綜
合運動會的機會已很難得，擔任持旗手更是難得，是
一次獨特的體驗。」
第二度擔任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代表團團長的
胡小玲稱：「與四年前在馬來西亞舉行的亞青殘運相
比，今屆氣氛更為熾熱，參加的國家及地區和運動員
都比上屆為多，希望藉此機會香港運動員能夠發揮潛
能以及享受賽事。」
當日港隊已在乒乓球賽事亮相，男子 TT7 級單打
小組賽，李俊傑以局數 0：3 敗給印尼對手。TT8 級
單打方面，劉旭浩及隊友陳瀚汶在小組分別負伊朗及
韓國選手。
另外，溫偉樂在男子 TT11 級單打小組賽以 3：0 勝
隊友范嘉豪，梁仲仁面對日本球手同以局數 3：0 輕
取對方，林恩羽在 TT10 級女子單打小組賽以 1：3 不
敵日本球手，至於女子 TT11 級單打賽李曉桐於小組
賽以3：1勝隊友黃珮淇。
香港派出 65 人代表團參與今屆亞青殘運，當中包
括 34 名運動員出戰田徑、硬地滾球、游泳及乒乓球
四個項目。

好手伍家朗同處 A 組，爭奪該
組前兩名出線資格。
組前兩名出線資格
。
屆總決賽，雖然大滿貫球手林
丹無緣入選，但國羽仍在五個
單項上獲得滿額參賽資格。比賽只設
五個單項，每項共 8 位（對）參賽選
手，先進行小組賽，每組四位選手進
行單循環賽，小組前兩名進入 4 強，
重新抽籤決定準決賽對陣，最終通過
交叉賽決出五個冠軍人選。
在最引人關注的男單較量中，里約
奧運男單冠軍諶龍與馬來西亞拿督李
宗偉、韓國的孫完虎以及本港球手伍
家朗同屬 A 組，B 組有另一國羽新銳
石宇奇、印度的斯里坎斯、中華台北
的周天成以及丹麥的新科世錦賽冠
軍、世界排名第一的安賽龍。
去年的里約奧運，李宗偉不敵諶龍
屈居亞軍；一年之後，兩人在香港超
級賽決賽碰頭，最終大馬「一哥」以
2：0 勝出，將雙方的交手紀錄擴大至
14 勝 13 負。這次二人再在總決賽小
組賽狹路相逢，惡戰難免。
女單方面，兩名日本女將山口茜和
佐籐冱香同被抽入 A 組，與印度的辛
杜和國羽女將何冰嬌爭奪出線資格；
世界「一姐」、中華台北的戴資穎則
在 B 組，迎接韓國好手成池鉉、泰國
的拉查諾以及國羽小將陳雨菲的挑
戰。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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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單四虎
爭奪世界第一
2017 年世界羽聯超級系
列賽總決賽當地時間周三在
阿聯酋迪拜揭幕。丹麥的
衛冕冠軍安賽龍、國羽的
奧運金牌得主諶龍、馬來
西亞拿督李宗偉以及印度
的斯里坎斯將藉這一大賽爭
奪世界「一哥」寶座。
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是
本年度最後一項重要賽事，
在最受注目的男子單打比賽
中，各國和地區強將除爭奪
冠軍外，還將爭奪年終世界
排名第一寶座 。儘管安賽龍
目前位居世界第一，但只要
他無緣決賽，便會失去「一

哥」寶座。
除安賽龍外，無論是李
宗偉、還是諶龍或斯里坎
斯奪冠，都有機會升上世
界第一。其中，諶龍與斯
里坎斯只要打入決賽，便
有可能奪得年終世界第一
排名。
過往 9 屆賽事，李宗偉
曾 奪 4 屆 （2007、 2008
年 、 2010 及 2013 年 ） 冠
軍 ， 諶 龍 於 2012 與 2014
年稱王，2016 年由安賽龍
登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混雙組合戰國羽悍將
■何冰嬌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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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雙方面，國羽組合李俊慧/劉雨
辰與印尼的吉迪昂/蘇卡穆爾喬、丹
麥的佩德森/庫爾汀和日本組合嘉村健士/園田啟悟在 A 組，B 組包括另一
對國羽組合、世錦賽冠軍劉成/張楠以及丹麥名將摩根森/鮑伊和日本組合
嘉村健士/園田啟悟。
國羽女雙組合陳清晨/賈一凡與隊友于小含/黃雅瓊同在 A 組，另外兩個
對手是日本組合田中志穗/米元小春與韓國組合張藝娜/李紹希。
至於港隊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則與國羽組合鄭思維/陳清晨、印尼的
喬丹/蘇桑托和日本的數野健太/栗原文音同處 A 組，港組合力爭躋身 4
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男籃今戰粵港盃 誓主場搶先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上
屆痛失獎盃、誓雪前恥的香港男
籃，今晚以世界盃外圍賽原班人馬
出擊「第三屆粵港盃男子籃球賽」
首回合賽事，力求主埸搶得先機，
為奪回獎盃打下良基。
盃賽以主客制進行，港男籃今晚 7
時半假修頓場館先打主埸，票價 50
元正，長者及學生優惠票價 30 元。
次回合則於本周六晚上 8 時在清遠市
體育館進行。若其中一隊主客兩戰
皆勝，即為勝方；如一勝一負，則
以兩場比賽總得分高者為勝；若總
得分相等，即在次回合進行 5 分鐘的
附加賽，直至決出勝負。
隨香港東方征戰東南亞職業籃球
聯賽（ABL）的三分射手李琪，前晚
隨球隊回港後馬上向港隊報到，他
說：「雖然不清楚對手廣東隊用什
麼球員衛冕，但港隊首先要做好防
守，打出教練的賽前部署，好好借

主埸之利贏取首回合比
賽的勝利」他亦承認：
「 連 續 征 戰 四 埸 ABL
常規賽，客埸戰泰國、
印尼、菲律賓及新加坡
球隊，的確舟車勞頓有
點疲累，再加上對新西
蘭的世界盃外圍賽，狀
態與留港的隊友只練波
欠比賽的情況截然不
同。不過我會爭取休
息，為迎戰今次的粵港
盃養精蓄銳。」
而港隊大前鋒方誠義
也誓言「無論如何都要
贏下首仗主場比賽」。
上屆粵港盃，港隊首回合出師不
利，次回合以68：75再負，最終由廣
東廣州證券隊兩戰皆勝奪得冠軍。
今屆粵港盃，港隊由教練安慶健及
趙永良領軍，隊員包括：鄭錦興、高

■ 李琪日前隨東方
征戰東南亞職業籃
球聯賽。
球聯賽
。 東方提供

保羅賓度
執重慶力帆帥印

■力帆俱
樂部董事
長蔣立章
（左）向
保羅賓度
贈送球衣
及隊旗。
及隊旗
。
新華社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球隊重慶力帆昨日宣佈
葡萄牙名帥保羅賓度出任球隊主教練。現年 48 歲的
保羅賓度此前曾率葡萄牙國家隊打進過歐國盃4強。
雖然韓國人張外龍在力帆的 2 個賽季帶隊表現不
錯，不僅早早完成保級任務，2016 賽季更是取得第 8
的歷史最好成績。但 2017 年當代集團成為力帆俱樂
部的大股東之後，對球隊成績十分重視，而首選就是
歐洲足壇的少壯派主教練。
保羅賓度球員時期曾是葡萄牙國腳，曾隨葡萄牙國
家隊征戰 2000 年歐國盃和 2002 年世界盃，2004 年宣
佈退役。2010 年，保羅賓度成為葡萄牙國家隊主
帥，並帶隊打進 2012 年歐國盃的 4 強。但 2014 年的
世界盃小組賽葡萄牙即遭淘汰，其後葡萄牙又在歐國
盃預選賽中主場不敵阿爾巴尼亞，隨即保羅賓度被葡
萄牙足協解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張擇 公茂鑫冠軍盃稱王
香港最高獎金的
本地網球壇年度盛
事「香港網球冠軍
盃 2017」於剛剛過
去的周日在清水灣
鄉村俱樂部結束。
12 位來自世界各地
的海外選手與香港精英經過一番龍爭虎鬥後，最後由
國家隊組合張擇及公茂鑫（上圖）以 5：7、6：4、
10：7 反勝「雙印組合」Saketh Myneni 和 Christopher Rungkat，奪得冠軍寶座。季軍由中華台北雙打
組合許育修及彭賢尹奪得。■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華龍舟大賽陵水收官

■方誠義誓要在
主場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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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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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生、林羽、陳耀祖、李琪、梁兆
華、蔡再懃、劉凱濤、方誠義、黃鎮
煒、司徒偉傑、林凱光、梁民熊、連
浩駿、蔡龍德及劉子禮。
惠龍兒因加盟 CBA 浙江稠州銀行
隊，今晚無緣上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朱燁 海南
報道）2017 中華龍
舟大賽總決賽10日
於海南省陵水黎族
自治縣陵河圓滿收
官（左圖），4 個
組別、36 支代表各個地方和院校的頂尖龍舟隊為最
終 9 個單項冠軍、4 個組別總成績冠軍展開激烈角
逐。最終，樂從羅浮宮隊、名門世家九江女隊、東北
電力大學男隊、聊城大學女隊分別獲得各組別年度總
成績冠軍及年度總積分冠軍。主辦方透露，2017 中
華龍舟大賽總決賽的冠軍隊伍，將有資格代表中國參
加明年舉辦的龍舟亞錦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