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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亞冠聯賽
重燃戰火！昨日，
上海上港率先出
戰，客場挑戰川崎

前鋒，而首次躋身亞冠的天津權健
坐鎮主場迎戰香港傑志。今日，中
超霸主廣州恒大將坐鎮主場迎戰泰
國武里南聯。這將是二度執教廣州
恒大的「新帥」簡拿華路的賽季首
演。
廣州恒大剛剛結束海外熱身賽，
不過，成績並不理想。在本賽季沒
有大規模引援的情況下，重新回歸
廣州恒大的簡拿華路將如何面對曾
經在廣州天體帶走3分的武里南聯，
將是一個不小的看點。
上賽季，儘管恒大在本土賽事依
然能夠衛冕成功，但在亞冠賽場表
現不盡人意。8強戰惜敗同國兄弟上
海上港，史高拉利黯然離去。本賽

季球隊陣容變動也並不大，除了新
援尼曼查古迪積加盟之外，其餘都
是常規的老面孔。今季亞冠首輪小
組賽，他們將面對泰超班霸武里南
聯，2012賽季，雙方曾於亞冠小組
賽交鋒，結果各自客場取勝。因此
今晚，恒大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
另外，恒大重新聘用簡拿華路，

目標重點自然是亞冠聯賽。因此，
簡拿華路今晚如何排兵佈陣以及採
取怎樣的策略，備受關注。對於本
場比賽，廣州恒大主場所在的天河
體育中心也不遺餘力支持。記者獲
悉，天河體育中心現正值花市展
演，但為了支持恒大，主管部門暫
停花市一天。

恒大今迎泰超班霸「新帥」盼開門紅

三屆奧運，在
年少成名，又經
歷傷痛、跌入低
谷後，對單板滑
雪的熱愛和不懈
堅持終於使劉佳
宇在25歲的時候
夢想成真。她完

成了中國在單板滑雪
項目上冬奧會獎牌「零」的突破，同時為中

國代表團打開了平昌冬奧會的獎牌之門。
從練武術的「小丫」轉行踏上雪場，中國單

板「一姐」的運動生涯跌宕起伏。

13歲首奪全國冠軍
2003年，劉佳宇誤打誤撞地被帶進了剛剛組

建的哈爾濱單板滑雪隊，連滑雪都不會的11歲
小姑娘就這樣懵懂地入了行。那一年，國家體育
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決定開展單板滑雪項目，
劉佳宇成為最早一批國家集訓隊成員之一。
「剛開始不是特別喜歡，練得特別辛苦。學
習這個項目的歷史和文化，學習英文，和

朋友們討論，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項
目裡找到自己的成就感，體
現了個人的價值，然後就越
來越喜歡，越來越熱愛，到

最後拔不出來了。」
開始愛上單板的劉佳宇

逐漸展現出她的天賦。
2005年，年僅13歲的她就
獲得個人第一個全國冠
軍。四年後，17歲的劉佳
宇在世錦賽奪冠，一舉成
名。2010年的溫哥華冬奧
會，她差點登上領獎台，

最終排名第四。
然而，溫哥華冬奧會後，劉佳宇左肩受傷，
經歷了兩次大手術才踏上了索契的賽場，結果在
那屆冬奧會上僅排名第九。此後，經過第三次手
術治療的劉佳宇重回賽場，奪得2016年全國冬
運會冠軍。2017年札幌亞冬會，劉佳宇憑藉瀟
灑完美的動作一舉奪冠。
談到堅持的動力，劉佳宇笑着說：「第三屆
奧運會了，對於自己想要的東西比較清楚，因為
熱愛所以堅持，所以繼續，我對自己充滿信心，
所以一直到現在，一身傷病，反反覆覆，離開回
來，離開回來。心態來自我當初的一個決定，我
喜歡它，我就繼續它，只要做好每一天，成與敗
我都認了。」
對於2022年北京冬奧會，劉佳宇說，現在還
沒想太多。「單板滑雪是我的最愛，我會一直滑
到老！」 ■新華社

經歷傷痛 跌宕起伏
劉佳宇：喜歡，就滑到老！

亞冠今日賽程
17:00 廣州恒大 VS 武里南聯 now670台直播

18:00 鹿島鹿角 VS 上海申花 now672台直播

平昌冬奧會獎牌榜
（截至2月13日）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德國 5 2 2 9

2 荷蘭 4 4 2 10

3 挪威 3 5 3 11

4 加拿大 3 4 3 10

14 中國 0 1 0 1

今日焦點賽事
時間 大項 小項

09:00 花樣滑冰 雙人滑★

09:30 單板滑雪 男子U型場地☆

11:10 冰球 女子團體

12:45 高山滑雪 女子小迴轉☆

13:05 冰壺 女子團隊★

15:40 冰球 女子團隊

16:45 北歐兩項 男子競速普通跳台／10公里☆

18:00 速度滑冰 女子1000米☆

19:05 冬季兩項 女子15公里個人賽☆

20:40 無舵雪橇 公開雙人☆

註：☆產生金牌項目；★中國運動員參賽項目

新華社平昌13日電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昨日
發表聲明稱，日本男子短道速滑選手齋藤慧在平
昌冬奧會前的賽外藥檢中被查出興奮劑呈陽性，
目前他已離開日本冬奧代表團。這也成為平昌冬
奧會期間爆出的第一例興奮劑違規事件。
據國際體育仲裁法庭透露，齋藤慧是在剛剛抵
達平昌奧運村後不久接受藥檢的，隨後被查出利
尿劑呈陽性。該物質因為可以作為其他違禁物質
的遮蔽劑而被列為禁藥。

儘管齋藤慧表示自己對藥檢結果「感到震
驚」，但日本代表團方面稱目前他已「自願」
離開了奧運村。在進一步調查結果出來之前，
齋藤慧將被臨時禁賽。
據日本代表團介紹，現年

21歲的齋藤慧此次是作為男
子5000米接力項目的替補來
到平昌的，目前他還沒有在
平昌參加過比賽。

日選手藥檢陽性 平昌冬奧第一宗

早於2009年劉佳宇已經在
女子單板滑雪一鳴驚人，

連奪世界盃及世錦賽兩項大賽
冠軍，世界排名第一的身份令外界認為這位
當年只有17歲的小妮子有力登上冬奧頒獎
台、甚至奪金而回，可惜傷患一直限制了這
位中國滑雪好手在冬奧會上的發揮，接連兩
屆冬奧只得第四及第九名。
8年來經歷三次大手術，三度克服傷患回

歸的劉佳宇終於在今屆平昌冬奧修成正果，
中國代表隊從未試過在女子單板滑雪U型池
躋身三甲，劉佳宇這面銀牌為中國體壇翻開
歷史新一頁。
09年劉佳宇在韓國成功奪世界冠軍，今次

再於「福地」收穫冬奧銀牌，她坦言自己的
心態有了徹底的改變：「再次回到賽場，我
覺得自己的心態改變了，現在的我真心享受
這個運動，我是想拿到獎牌，但我更想向大
家表達這項運動的吸引之處，將中國單板滑
雪運動推向新的高度。」

短道速滑無緣五連冠
另外在昨晚進行的短道速滑女子500

米比賽，中國隊派出范可新、曲春雨和
韓雨桐三人出戰。其中范可新、曲春雨
順利通過初賽晉級複賽。
但複賽，范可新與其他選手碰撞被判

犯規，被取消成
績。無獨有偶，在另一組
複賽中，曲春雨同樣與對手碰
撞犯規，令中國女隊無人晉級500米
決賽，從而結束了自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以
來中國在該項目的霸主地位。
賽後范可新強忍淚水，表示自己已拚盡全
力，接下來自己還有團隊接力，一定要全力
以赴，拿下那枚金牌。
除了女子短道速滑，在男子短道速滑1000

米預賽中，中國選手任子威和韓天宇也先後
被判犯規，無緣晉級，中國隊總教練李琰憤
怒離場。
幸中國健兒在男子5000米接力預賽傳來喜

訊，由武大靖、韓天宇、任子威和許宏志出
戰的中國隊以6分34秒510打破冬奧會紀錄
的佳績晉級決賽。
中國短道隊在今次平昌比賽接連遭遇碰

撞、犯規，形勢極為嚴峻。就如內地傳媒所
說，來到韓國比賽，就是「虎口拔牙」。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陳曉莉陳曉莉））經歷經歷88年的磨年的磨

練練，，中國冬奧中國冬奧「「三朝元老三朝元老」」劉佳宇不負眾望劉佳宇不負眾望，，憑藉女子單憑藉女子單

板滑雪板滑雪UU型場地決賽第二輪做出高難度動作型場地決賽第二輪做出高難度動作、、得到得到8989..7575

分分，，終於在韓國平昌收穫自己首面冬奧會銀牌終於在韓國平昌收穫自己首面冬奧會銀牌，，這亦是中這亦是中

國代表團於今屆冬奧的首面獎牌國代表團於今屆冬奧的首面獎牌。。20092009年連奪世界盃及年連奪世界盃及

世錦賽兩大冠軍世錦賽兩大冠軍，，劉佳宇卻由於傷患一直未能在冬奧全力劉佳宇卻由於傷患一直未能在冬奧全力

發揮發揮，，這面遲來的銀牌是她這面遲來的銀牌是她88年來努力堅持的證明年來努力堅持的證明。。

■■2525歲的劉佳宇仍一臉孩子氣歲的劉佳宇仍一臉孩子氣。。法新社法新社

■■簡拿華路簡拿華路
（（中中））再率再率
恒大出征亞恒大出征亞
冠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日本短道速滑選手齋藤慧日本短道速滑選手齋藤慧
（（左左））藥檢呈陽性藥檢呈陽性。。 路透社路透社

■■經歷傷痛經歷傷痛、、
跌入低谷跌入低谷，，劉劉
佳宇終夢想成佳宇終夢想成
真真。。 法新社法新社

■■劉佳宇在比賽中騰空動劉佳宇在比賽中騰空動
作非常完美作非常完美。。 法新社法新社

失先機失先機
亞冠盃E組賽事，港超球隊傑志昨晚在客場硬拚中超勁

旅天津權健，雖然前世界盃MVP科蘭（圖右）正選上陣，
但獨木難支，開賽上半場便被對手攻入3球，最終以0：3
不敵。下周二，傑志將回到主場，在香港大球場迎戰首輪
以3：2反勝日職聯柏雷素爾的全北汽車不容有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亞冠昨晚賽果
川崎前鋒 0：1 上海上港

天津權健 3：0 傑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