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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加入分組

港足亞運隊

■郭嘉諾對新的分
組形勢不算滿意。
組形勢不算滿意
。
潘志南 攝

上籤變下籤

■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
港足亞運隊將提前展開分組賽。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亞洲足協與亞運組委會原定昨日
為雅加達亞運男子足球賽再抽
籤，加入早前因烏龍而被遺漏了
的阿聯酋及巴勒斯坦。結果卻在
大會表示不想再抽籤下，只把巴
勒斯坦編入 A 組，與港隊、東道
主印尼、老撾及中華台北同組，
而阿聯酋則安排入 E 組，與韓
國、巴林兩強同組，頓時將港隊
原本抽到的上籤變成下籤。

香港亞運足球隊在重新安排的
編組下，形勢頗為不利，由

於巴勒斯坦屬強隊檔次，頓把港隊
本是上籤一組形勢急轉為死亡之
組。U23 港亞運隊主帥郭嘉諾得悉
結果後回應指：「看過有關巴勒斯
坦亞運隊名單和了解她們的實力。
巴勒斯坦在去年的 U23 亞洲盃表現
突出，在球員大軍名單中，有 8 名
球員已投效德國、瑞典等歐洲聯賽
的球會，實力絕對不可以忽視，甚
至有機會可以在這組壓過主場的印
尼隊取得首名出線。」「嘉諾 Sir」
及後補充謂：「對於西亞球隊所知
的情報很少，搜尋對手比賽資料亦

不容易。香港隊過往在國際賽事，
對賽巴勒斯坦要數也是 18 年前的
事。」

郭嘉諾：對港隊備戰不利
當談到新的小組形勢，郭嘉諾就
指出：「小組目前由 4 隊變成 5
隊，多了一隊強隊競爭自然令港隊
爭奪小組次名的如意算盤很難打
響。如果我們想爭逐最佳成績第 3
名，在計算對賽成績時，大會又會
剔除面對小組包尾一隊的賽果，這
對香港亞運隊很不利！」至於備戰
上，「嘉諾 Sir」也認為有很大影
響，因了解新的賽程後，港隊第一

場小組賽將提前在 10 號開賽，換言
之港足要提前開赴印尼，原定下月
9 日約戰的友賽也要取消，備戰時
間短了很多。

亞運男足分組抽籤
組別 球隊

國家隊公佈 27 人初步名單

A組

印尼、香港、老撾、中華台北、巴勒斯坦

與此同時，中國足協昨日公佈亞
運 會 足 球 代 表 隊 集 訓 隊 27 人 名
單。國足 23 歲以下亞運隊會由外
教馬達洛尼任主教練，球隊將在 8
月於常州、蘇州友賽馬來西亞
U23、伊朗 U23，兩場熱身賽後才
確定亞運 20 人名單。 亞運會男足
比賽將於 8 月 10 日至 9 月 1 日進行
分組賽事。

B組

泰國、烏茲別克、孟加拉、卡塔爾

C組

中國、伊拉克、東帝汶、叙利亞

D組

日本、越南、巴基斯坦、尼泊爾

E組

韓國、吉爾吉斯、馬來西亞、巴林、阿聯酋

F組

朝鮮、沙特阿拉伯、伊朗、緬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4 年人事幾
番新，上屆仁川亞運還是大後備，今天搖身
一變已經是香港乒壇「一哥」的黃鎮廷，在
印尼雅加達亞運會將肩負率領香港乒隊奪取
獎牌重任。
黃鎮廷昨午出席今屆亞運會官方計時品牌
活動。談到仁川亞運時「阿廷」就表示印象
深刻，因在男團 8 強兩盤領先下他兩度上場
敗 陣 ， 導 致 港 乒 總 分 以 2： 3 僅 負 中 華 台
北，成為失牌罪人：「那次經歷未有為我帶
來陰影，反而會時刻提醒自己，不能犯下 4
年前的錯誤。」今屆亞運背負重任的他，將
參加男單、男團及混雙 3 個項目。
上周韓國公開賽，主場球手張宇鎮包攬
男單、男雙及混雙 3 金，成為首位在國際
乒聯巡迴賽包攬「三冠王」的球員，「阿

廷」對此認為是好事，因尚有時間作出研
究：「他於場上比賽時有氣勢、風格較兇
狠，即使亞運前突然殺出，我們還有充分
時間作準備。無論今屆亞運還是東京奧
運，不排除佢也會出現，他是一位很有衝
擊力的選手，會開始對他作出研究以及針
對其打法。」
在韓國公開賽中，「阿廷」與何鈞傑合
作得到男雙銀牌，但他卻並不滿意自己表
現：「決賽那場不是太滿意自己表現，有
很多方面一直想於落場時調整，例如盡快
打出狀態，希望在訓練和比賽可盡快解
決。」「阿廷」同時表示，自己所參加的
項目，抽籤形勢均是很關鍵，而目前他與
杜凱琹針對混合雙打，花多了時間練習增
加默契。

張帥江西網賽淘汰莉絲基

在日前舉行的江西網球公開賽中，持外卡
參賽的張帥以 7：6、6：3 力克德國女網名
將莉絲基順利晉級。
張帥對陣莉絲基是 2018 年江西網球公開
賽的焦點戰，雙方去年曾在美國網球公開賽
交手。張帥目前 WTA 單打世界排名第 32
位，是本次賽會的「頭號種子」。首盤比
賽，張帥開局出色，最終以 7：6 先下一
盤。到次盤莉絲基手感上佳，開局一度領先
3：0。但第 4 局的發球局，亞太地區網球賽
事首次使用的 Foxtenn 回放技術挽救了張帥
的發球雙錯誤，在雙方三次同分之後，張帥
實現保發。張帥隨後以 6：3 實現次盤逆
轉，總比分2：0戰勝莉絲基，挺進第2輪。
張帥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今天的
勝利讓我看到了自己進步的地方，但現在說
奪冠還很遙遠，希望每天都有好的表現，把
自己訓練的東西發揮出來。」
■中新社

■張帥接球的瞬間。

■黃鎮廷肩負奪牌重任。

潘志南 攝

國奧男籃「一帶一路」賽旗開得勝
2018年「一帶一路」國際男子籃球冠軍賽日前在古城
西安的城市運動公園體育館開賽，中國國奧男籃依靠一眾

■國奧隊球員阿爾斯蘭（左）在比賽中控球。 新華社

投手的出色發揮，以85：80戰勝尼日利亞。
這支新組建的國奧男籃包括時德帥、阿爾斯蘭等已在
CBA聯賽站穩腳的年輕球員。面對剛剛在蘇州8國賽上交
鋒並戰勝過的對手，東道主在尼日利亞隊開場不斷的遠投
下還是有些慌亂。直到第1節最後階段，國奧男籃才通過
許夢君連續兩記3分球外加罰球，才反超比分取得25：19
的領先。
最後，雖然尼日利亞隊依然頑強進攻，但苦於球員數量
有限無力輪換，已成強弩之末。國奧隊則依靠穩定的3分
球守住勝利，最終比分為85：80。許夢君是役拿下全場最
高的23分，時德帥也貢獻19分。本次比賽邀請到尼日利
亞、伊朗和德國的國家男籃來到西安，與中國國奧隊交
手。
■新華社

中新社

取更多上陣機會，為球隊爭勝，亦
希望可以在盃賽贏得錦標，聯賽保
持前列位置完成。」
溫俊於 2015 年球季協助南區歷
史性打入高級組銀牌決賽，今天
會正式跟隨球隊操練。南區日前
才簽下另一防守球員劉家銘，早
前亦有外援如高美斯、卡拉錫、
迪亞高及狄卡奧加盟。

■李宗偉無緣兩大賽。

新華社

短 訊
國足踢中超建議暫無定論
近來引發關注的國足踢中超建議目前暫無定
論。據悉為了幫助男足國家隊提高成績，讓國
足參加中超聯賽的建議確實在近期提出過，但
在存在不同聲音後，相關部門目前計劃再進行
研究。
■新華社

冠忠南區宣佈溫俊回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冠忠南區昨午宣佈中場溫俊回
巢，他改穿上 16 號球衣為球隊中
場肩負掃蕩任務。
溫俊從兩季前的借用身份變成今
季簽約加盟，他指出：「南區有積
極的管理層、教練團及球員都具備
質素及實力，開心能夠重返這裡。
至於新一季目標當然是希望可以爭

李宗偉退出世錦賽及亞運

肩負港乒隊奪牌重任
黃鎮廷：不能犯下 4 年前錯誤

馬來西亞羽毛球協會宣佈，名將
李宗偉因呼吸系統疾病，需要休息
一個月情況下，決定退出即將舉行
的世錦賽，以及 8 月舉行的亞運會
賽事。
早前已有消息指，李宗偉足有一
個星期未有操練，這位球星級人馬
接受訪問時，亦明言未知能否參加
之後兩個重要比賽。結果馬來西亞
羽協日前就宣佈，李宗偉因呼吸系
統疾病，在醫生建議需要休息一個
月，不能作激烈操練下，決定退出
世錦賽與亞運賽事。現年35歲的李
宗偉在官方宣佈消息後則未有接受
訪問，只於個人社交媒體轉貼有關
聲明。
令人遺憾的是，李宗偉在患病前
狀態不俗，世界排名於 7 月初時更
回升至第 2 位，而由於在世錦賽抽
籤中被編於沒有太多強手的下線，
故外間均認為未嘗於奧運會、亞運
會及世錦賽奪金的他，有力衝擊個
人首面大賽金牌，可惜最終仍然未
能成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國家隊兩將澳洲乒賽晉級

■溫俊（左）回巢冠忠南區。
冠忠南區圖片

國際乒聯澳洲公開賽女單預賽於昨日結束，
結果 5 位參與資格賽的中國球手，只有李佳燚
及何卓佳能夠進入正賽，其中前者是擊敗隊友
范思琦過關。至於何卓佳則擊敗了日本的對手
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