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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昨日報道，中國隊主教練李琰曾在賽後表示：「因
為當時裁判們還在開會，所以申訴材料一時還沒有遞交上
去。」
國際滑聯官方微博昨日還發佈了作為裁判判罰依據的圖

片，圖片顯示，在中國隊最後一棒交接時，正在滑行的中
國選手驟然從外道變道至內道，阻擋了正在滑行的韓國選
手。國際滑聯表示，不會針對此事再作出任何評論。

ISU公佈判罰依據圖片
當日的比賽，加拿大隊同樣被判犯規，國際滑聯表示，

加拿大一名未在比賽中的選手在冰面上穿行，阻擋了處在
最後衝刺階段比賽選手的動作。
不過，澎湃新聞昨日指出，韓國隊在比賽中其實出現了
更為嚴重的碰撞。在第6圈時，韓國的兩名隊員沒有接替
上，送棒的人還在過程中摔倒了，並絆倒了加拿大隊員。
因而，這樣的判罰引發了很大爭議。
中國新聞網報道，李琰前日還在賽後表示，中國隊提出
的申訴內容圍繞着同場比賽判罰不一致的問題，「我們希
望裁判能給所有參賽隊統一標準」。她指出，在當天的比
賽中，裁判判罰范可新最後交接的環節橫切碰撞屬於犯
規，但在整場比賽中，之前有更嚴重的犯規並沒被判罰。

主帥：越來越難看懂了
中國冬奧會「4金王」王濛指出，短
道速滑的申訴在歷史上還從未成功過。
李琰也深知，對已經生效的判決，怎樣
申訴結果都已無法改變，中國隊提出申
訴是為了短道速滑項目的發展，也希望
有一個合理解釋。「這個項目真是越來
越難看懂了。特別是我們作為教練要教
運動員，不知道要規範什麼、迴避什
麼。要是誰都不碰誰，乾脆就去滑大
道！」李琰略有些激動地說。
「如果還想爭冠軍，那就等下一個四

年吧。運動員們已經表達了自己的心

情。每天的訓練都伴隨着傷痛，年輕選手們還可以等一
等，老隊員等不了了，」她說。
新華社昨日報道，對此，中國短道速滑隊領隊楊占宇表

示，對本屆比賽中涉及到中國運動員的判罰，我們從維護
奧林匹克精神的角度出發，做到了尊重裁判，服從判罰。
但我們也認為，在比賽中很多判罰存在尺度不一致的問
題，中國代表團希望國際滑聯能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國家和
地區的每一名運動員。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潘志南）上世紀
70年代香港球星仇志
強（左圖）不敵癌
魔，前日在馬來西亞
與世長辭，終年69
歲（1948-2018）。
1972年6月7日，
擁有球王比利壓陣
的巴西球會山度士

隊訪港，與加山進行表演賽，南華應加山要
求將仇志強借出。當日下午南華在旺角花墟
球場與星島作賽，由於當時連接港島與九龍
的香港海底隧道尚未通車，為了讓仇志強能
及時趕到香港大球場作賽，加山特別安排直

升機接他到大球場。而這一幕也見證這位馬
來西亞外援攀上足球生涯頂峰。
仇志強─綽號「神經刀」，是70年代
香港以至亞洲足壇最具代表性的守門員，
被譽為「亞洲鋼門」，多次被選為「最佳
門將」及「最受歡迎球員」。1982年，仇
志強退役返回馬來西亞，後擔任高爾夫球
教練。
仇志強把關的特點是出迎撲球時間準確，

而其抱球後前滾翻更成為球迷樂見的招牌動
作。像猫一樣身手敏捷不是天生的，仇志強
每次訓練十分認真，他曾說足球有天才也要
苦練。在每課訓練他都提早半小時在龍門口
不停灑水，目的是令土地鬆軟，避免在兩個
小時的左飛右撲中受傷。

從韓天宇、武大靖、范可新到女子接
力隊……中國短道速滑隊深陷平昌「魔
咒」──在今次冬奧會先後7次被判犯
規，令中國冰雪兵團手中的「王牌」至

今只由李靳宇收穫一枚女子1500米銀
牌。短道速滑今進入收官日，今晚將產
生女子 1000 米、男子 500 米及男子
5000米三枚金牌，中國選手能否「破

咒」而出，值得期待。
今晚的短道速滑比賽，

中國選手曲春雨和1500米
銀牌得主李靳宇前晚順利
晉級女子1000米複賽，在
男子500米，武大靖、韓
天宇和任子威三位中國選
手也全部晉級，其中武大
靖更在初賽更以40秒264
的成績刷新冬奧紀錄。該
兩項個人賽今日先進行複
賽，即晚與男子5000米接
力決出冠亞季軍。

至於昨日的冬奧賽場，中國冰壺女隊
以4：8不敵瑞典隊，4勝5負結束平昌
冬奧會之旅。主教練譚偉東表示，中國
隊在十支參賽隊中是弱旅，為了能衝進
前8名，已經力拚了每一個對手。
而昨日展開的花樣滑冰女子單人滑短

節目比賽，據中新社消息，中國17歲
小將李香凝以52.46分位列第24，以最
後一名驚險晉級自由滑決賽。對於明日
的女單自由滑決賽，李香凝說會全力以
赴，爭取滑出最好水平。昨日的比賽，
全場只有俄奧運選手扎吉托娃、梅德韋
傑娃斬獲80分以上高分，位
居前兩席，師出同門的她們將
是女單冠軍最有競爭力的人
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亞洲鋼門」仇志強癌病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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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決賽接力決賽，，中國隊第二中國隊第二

個衝過終點個衝過終點，，但最終被但最終被

判犯規判犯規，，無緣獎牌無緣獎牌，，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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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ISU））昨日駁回了中國昨日駁回了中國

短道速滑隊對此的申短道速滑隊對此的申

訴訴，，理由是沒有在比賽理由是沒有在比賽

結束後結束後3030分鐘內進行申分鐘內進行申

訴訴。。

短道今誕三金
中國健兒最後衝刺

平昌冬奧會獎牌榜
（截至2月21日）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挪威 13 11 9 33

2 德國 12 7 5 24

3 加拿大 9 5 7 21

4 荷蘭 6 6 4 16

19 中國 0 5 2 7

廣州恒大作客悶和大阪櫻花，在亞冠仍
未開勝利之門。昨晚的亞冠G組分組賽，
應屆中超冠軍的廣州恒大，在上半場浪費
了數次黃金機會，僅與日本的大阪櫻花踢
和0：0，連續兩仗賽和對手。
首戰主場被泰國武里南聯迫和的恒大，

今仗作客大阪長居競技場。上半場處於上
風，在佔較多控球權之下，恒大本應有數
次破門機會。然而阿蘭及郜林的攻門皆無
功而還，令這支中超冠軍未能先開紀錄，
半場互交白卷。
在恒大體力漸降之下，換邊後形勢逐漸

逆轉，之前連贏了兩場的櫻花，下半場在
外援伊利亞斯蘇沙的帶動取回主動權，他
更一度頭槌破網，但因為隊友犯規而入球

無效。櫻花之後換入射手柿谷曜一朗及杉
本健勇強攻。不過恒大在79分鐘一度在右
路禁區頂取得罰球，金英權主踢雖被金鎮
鉉在白線上接住，一度惹起入球爭議。而
杉本健勇之後的頭槌又未能過到恒大門將
劉殿座的五指關，最終兩軍打成0：0平
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恒大連失良機 悶和櫻花

■中國隊主教練李琰（左）在3000
米接力賽後與裁判交涉。 新華社

惹

今日焦點賽事今日焦點賽事
時間 大項 小項

08:05 單板滑雪 女子超級跳躍☆

10:30 自由式滑雪男子U形場地☆

12:10 冰球 女子組☆

12:30 高山滑雪 男子小迴轉☆

14:00 高山滑雪 女子超級混合☆

18:00 北歐兩項 男子集體出發大跳台/ 4×5公里☆

18:00 短道速滑 男子500米★

18:14 短道速滑 女子1000米★

18:42 短道速滑 男子500米★

18:51 短道速滑 女子1000米★

19:13 短道速滑 男子500米★☆

19:15 冬季兩項 女子4×6公里接力賽☆

19:23 短道速滑 女子1000米★☆

19:47 短道速滑 男子5000米接力☆

註：☆產生金牌項目 ★中國運動員參賽項目

■范可新（左二）從外
道切至內道，阻擋了韓
國選手。 新華社

■武大靖在500米初賽
刷新冬奧紀錄。美聯社

■到手的銀牌付諸流水，中
國姑娘一臉失望。 法新社

■■綠色箭嘴指正在比賽中的選綠色箭嘴指正在比賽中的選
手手，，紅色箭嘴指干擾比賽的未紅色箭嘴指干擾比賽的未
在比賽中的選手在比賽中的選手。。 ISUISU圖片圖片

■高拉特（左）強行攔截櫻花前鋒高木
俊辛。 法新社

亞冠第二輪分組賽
E組 柏雷素爾 1：1 天津權健

傑志 0：6 全北汽車

F組 上海上港 4：1 墨爾本勝利

G組 大阪櫻花 0：0 廣州恒大

H組 上海申花 2：2 FC悉尼

■■1717歲的李香凝驚險晉歲的李香凝驚險晉
級自由滑決賽級自由滑決賽。。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