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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十二愛心跑昨日假香港毅力十二愛心跑昨日假香港
體育學院舉行體育學院舉行，，行政長官林鄭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月娥，，連同眾多精英運動員如連同眾多精英運動員如
李慧詩李慧詩、、張小倫張小倫、、江旻憓江旻憓、、杜杜
凱琹凱琹、、歐鎧淳等都有出席歐鎧淳等都有出席。。之之
前多次暗示萌生退意的李慧詩前多次暗示萌生退意的李慧詩
受訪時透露受訪時透露，，或會出戰下月的或會出戰下月的
香港公開賽香港公開賽，，至於會否參與場至於會否參與場
地單車世界盃及其餘的賽事地單車世界盃及其餘的賽事，，
將由教練沈金康隨後宣佈將由教練沈金康隨後宣佈。。
李慧詩自李慧詩自99月亞室運後月亞室運後，，入入
讀香港浸會大學的創意及專業讀香港浸會大學的創意及專業
寫作二年級寫作二年級，，並多次表明將專並多次表明將專
注學業注學業，，並暫不會參與比賽並暫不會參與比賽，，
同時要思考是否繼續征途同時要思考是否繼續征途；；外外
界關注到界關注到20182018年的場地單車世年的場地單車世
界盃界盃、、亞運甚至她的退役意亞運甚至她的退役意
向向，「，「牛下女車神牛下女車神」」指指，，這一這一
切由教練宣佈切由教練宣佈：「：「隨後就會知隨後就會知
道道，，教練或者香港公開賽當日教練或者香港公開賽當日
公佈之後的事公佈之後的事，，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
現時都是應讀書時讀書現時都是應讀書時讀書，，練習練習

時練習時練習。」。」對於對於20182018年展望年展望，，
李慧詩坦言仍未決定是否參加李慧詩坦言仍未決定是否參加
88月舉行的亞運月舉行的亞運：「：「20182018是新是新
的開始的開始，，亦是體育界大年亦是體育界大年，，因因
為有亞運會為有亞運會，，希望大家不要躲希望大家不要躲
懶懶，，希望自己無論在學業或是希望自己無論在學業或是
運動員身份運動員身份，，還是教練身份都還是教練身份都
好好，，都要積極做好自己都要積極做好自己。」。」
同樣出席昨日活動的同樣出席昨日活動的「「少女少女
劍客劍客」」江旻憓回望江旻憓回望20172017年年，，她她
形容是半喜半憂形容是半喜半憂，，但她相信可但她相信可
在亞運以在亞運以100100%%狀態應戰狀態應戰。。去去
年中十字韌帶斷裂的江旻憓表年中十字韌帶斷裂的江旻憓表
示示：「：「復出成績比我去復出成績比我去（（前前））
年出戰同一比賽更好年出戰同一比賽更好，，是我一是我一
支強心針支強心針。。醫生預期手術後要醫生預期手術後要
一年全面回復狀態一年全面回復狀態，，屆時正好屆時正好
是亞運是亞運，，可以全力取得好成可以全力取得好成
績績。。同時同時，，祝願大家身體健祝願大家身體健
康康！！我很期待可以有我很期待可以有100100%%的的
狀態去比賽狀態去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梁啟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
昆明報道）昨日上午，上合昆明
國際馬拉松鳴槍，來自18個國
家的1.6萬餘名運動員和長跑
愛好者從美麗的高原湖泊滇池
畔起跑，以奔跑辭舊迎新。本
次賽事經激烈角逐，各類比賽
成績揭曉；其中，男子全程馬
拉松冠軍由吉爾吉斯斯坦選手
Adilet Kyshtakbekov奪得，用
時2小時23分20；中國選手楊
紹輝、陳國俊分獲第二、三名。
女子全程馬拉松冠軍為中國選手
鄭文榮，用時2小時50分41；
中國選手張景霞、白俄羅斯選手
VOLHA KAMINTHANIE分
獲得二、三名。

塔國奧運首金得主率隊參賽
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獲得

塔吉克斯坦首枚奧運金牌的納
扎羅夫，作為上合組織成員國
體育部官員，率隊參賽。在接
受記者專訪時，納扎羅夫表
示：「體育是可以鼓舞青年的
運動。」四度參加奧運會的納
扎羅夫，終於在2016年里約
奧運會上以78.68米的成績，
奪得男子鏈球冠軍，摘下該國
首枚奧運金牌。接受專訪時，
納扎羅夫說，取得奧運金牌
後，該國不少青年深受鼓舞，
已有20餘名青年投身其所從
事的鏈球運動。如果身體狀況
允許，自己預計仍會參加
2018年奧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2017年
壓軸一戰，結果理文昨日在旺角大球場
以3:1擊敗夢想FC晉身本地足總盃八
強，理文主帥馮凱文期望今場勝仗能助
球隊增強信心，在下半季有更佳表現。
剛在聯賽擊敗東方龍獅的夢想FC今

場作出多個調動，梁國威及鄭展龍等均
未列正選，雖然半力出擊不過先開紀錄
的仍是夢想FC，李嘉進的入球助球隊領
先1:0，理文其後積極反撲，並兩度藉死
球機會得手，利馬及域陀在3分鐘內連

入兩球助理文反超前2:1。
下半場理文未有鬆懈繼續壓迫夢想

FC，成功令對手出現多次失誤，57分鐘
夢想門將陸平中解圍失誤，史堤芬彭利
拿補射建功擴大優勢，夢想其後更有加
倫兩黃一紅被逐，打多一人的理文最終
以3:1擊敗夢想FC，取得足總盃八強席
位。
理文教練馮凱文讚揚球隊今仗踢出鬥

心：「我們在中前場壓迫做得很好，領
先後也沒有放鬆，利馬等外援已經融入

球隊，加上佐迪復出，我對球
隊下半季的前景感到樂觀。」

港足省港盃名單出爐
另外，第40屆省港盃首回合
將於周四在香港大球場上演，
而港足昨日亦選出了21人大軍
名單。名單當中，獲不少球迷
寄予厚望的卓耀國就聯同流浪
隊友黎洛賢入選，今季首次出
戰港超聯的大埔前鋒袁振昇亦
列名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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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破夢想 闖足總盃八強

2018年，又一個雙數年，又一個體育大賽年。這一年，四年

一輪迴的足球世界盃、冬奧會和亞運會等重頭戲將再次粉墨登

場。激情與冰雪交相輝映之下，體壇又將誕生怎樣的經典故事，

運動極限能否再次獲得超越？這一切的未知數，都讓我們熱盼2018的到來。

作為「世界第一運動」，足球永遠是全世
界體育迷關注的焦點。6月14日至7月

15日，俄羅斯世界盃將在包括莫斯科、聖彼
得堡等在內的11個地點舉行。本屆世界盃雖
然有意大利、荷蘭、美國、智利等強隊缺席，
但不會妨礙比賽的精彩。
「潘帕斯雄鷹」阿根廷將在小組賽中遭遇
冰島、克羅地亞和尼日利亞的阻擊。克羅地亞
整體實力和個人能力一流，而冰島在外圍賽中
力壓克羅地亞獲得小組頭名晉級，加上非洲諸
隊中實力最強、大賽經驗最豐富的尼日利亞，
阿根廷這次的小組賽可謂艱險重重。
在去年有着世界盃「風向標」之稱的洲際
國家盃中，世界盃冠軍德國再次奪冠，成為世
界盃奪冠的大熱門。不過德國的小組賽之路也
不會輕鬆，他們遭遇了瑞典、墨西哥這兩個難
纏的對手。西班牙和葡萄牙不但被分到同一
組，而且在首輪便將展開「伊比利亞打吡」，
為爭奪小組頭名勢必要拚個你死我活。這或許
會給同組有一定爆冷實力的摩洛哥和伊朗一些
機會。

平昌冬奧遇中國春節
精彩紛呈的里約奧運會彷彿還在昨天，平
昌冬奧會已經在千呼萬喚中翩然而至。本屆冬
奧會舉辦時間是2月9日至25日，恰逢中國傳
統節日春節。在普天同慶的賀歲聲中，平昌冬
奧會好似一道華美的西餐，體育迷盡可大快朵
頤。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上，中國代表團獲
得了3金4銀2銅的成績，這一成績基本反映
了中國冬季運動的實力和水平。
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大背景下，中國代

表團的各支隊伍在平昌冬奧會周期內厲兵秣
馬。從目前的備戰情況來看，獎牌爭奪主要還
是依靠短道速滑、花樣滑冰以及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等項目。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高志丹表
示，平昌冬奧會困難很多，挑戰很大，但中國
運動員將會力爭好成績、謀求新亮點、打
出高士氣，而中國隊參加平昌冬奧會的一
個重要任務是為四年後的北京冬奧

會積累經驗、建立信心。
除了冬奧會，還有青奧會。10月6日至18
日，第三屆夏季青奧會將在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舉行。在上一屆南京青奧會
上，中國的年輕一代同來自五大洲的
青年運動員比拚技能、交流文化、
收穫友誼，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回
憶。可以預見，友誼將在美麗的
布宜諾斯艾利斯延續，青春的舞
曲也將再度唱響。

印尼亞運8月中開賽
8月18日至9月2日，第18
屆亞洲運動會將在印尼首都雅加
達、印尼南蘇門答臘省首府巨港等
城市舉行，這也是2018年的重頭戲之
一。本屆亞運會原本於2019年在越南河內
舉辦，但2014年河內突然宣佈因為經濟壓力
放棄舉辦權，隨後亞奧理事會接受了印尼
接辦亞運會的申請，並同意提前至2018年
舉行。
在上一屆仁川亞運會上，中

國代表團再次展示出無可
匹敵的綜合實力，輕鬆
實現亞運金牌榜九連
冠。此番作客雅加
達，繼續蟬聯亞洲體
壇「老大」不在話下，
而考慮到東京奧運會的腳
步日益臨近，此次亞運會
也將是亞洲各國和地區
鍛煉新人、磨合陣
容的好機會。
■新華社

2018年重要體育賽事
比賽時間

1月6日至20日

1月15日至28日

2月9日至25日

4月7日至22日

4月21日至5月7日

4月24日至29日

4月29日至5月6日

5月27日至6月10日

6月14日至7月15日

7月2日至15日

7月30日至8月5日

8月18日至9月2日

8月27日至9月9日

9月29日至10月20日

10月6日至18日

1212月月1111日至日至1616日日

賽事

達喀爾汽車拉力賽

澳網

平昌冬奧會

女足亞洲盃

世界桌球錦標賽

亞洲羽毛球錦標賽

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法網

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

溫網

世界羽毛球錦標賽

第18屆亞洲運動會

美網

世界女排錦標賽

第三屆夏季青年奧林匹
克運動會

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

舉行地點

秘魯、玻利維亞、阿根廷

澳洲墨爾本

韓國平昌

約旦

英國謝菲爾德

中國武漢

瑞典哈爾姆斯塔德

法國巴黎

俄羅斯

英國倫敦

中國南京

印度尼西亞雅加達

美國紐約

日本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中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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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北京2022年冬奧會會徽和冬殘奧會會徽》紀念郵票首發儀
式在北京舉行。圖為中國郵政工作人員展示《北京2022年冬奧會會徽
和冬殘奧會會徽》紀念郵票首日封。 新華社■■李慧詩李慧詩((左左))出席毅力十二愛心跑出席毅力十二愛心跑。。 公關供圖公關供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中前中))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公關供圖公關供圖

■■納扎羅夫納扎羅夫((右右))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在上一屆仁川亞運會上，中國代表團再次展示出無可匹敵的綜合實力。 新華社

■■全球目光聚焦全球目光聚焦
俄羅斯世盃俄羅斯世盃。。

法新社法新社

■■平昌冬奧會恰逢中國平昌冬奧會恰逢中國
傳統節日春節傳統節日春節。。路透社路透社

■■史堤芬彭利拿慶祝史堤芬彭利拿慶祝
入波入波。。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