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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服改以藍白配凸顯勇氣活力

2018 年 第 18 屆 亞 運會的中國代表團名
單進行了公示，孫楊、蘇炳添等名將
位列其中。同日，中國體育代表團禮
服交接儀式亦在北京國家體育總局舉行。國家隊游
泳運動員徐嘉余、劉湘身着新款禮服亮相。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趙勇、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聰
穎出席禮服交接儀式，不同於以往以紅黃色為主的風格，

新發佈的禮服採用孔雀藍、雲白色作為禮服的主題色。國家體育
總局體育器材裝備中心主任閆玉豐表示：「禮服既表達了年
輕、活力的風格，更象徵着運動健兒們充滿信心、勇於拚搏的
精神。」
備戰印尼亞運的國家隊游泳運動員徐嘉余和劉湘身着新款
禮服亮相。徐嘉余說：「亞運會我的目標肯定是多拿金牌、
為祖國爭光，現在賽前備戰還是以積極訓練來恢復自己的身
體，不管怎樣都會全力打好這場比賽。」剛從美國完成6周
集訓歸來的劉湘也談到亞運備戰情況，她說：「訓練一切
都挺好，挺正常的。」

國家亞運隊
換 新裝

亞運名單出爐 孫楊 蘇炳添領銜
國家隊亞運名單出爐，備受關注的田徑、游泳等大項
目中，蘇炳添、謝震業、孫楊、傅園慧等名將均出現在
名單上。在女排項目上，中國隊派出了由朱婷領銜的主
力陣容，不僅包括了張常寧、龔翔宇等里約奧運會奪冠
功臣，也囊括了李盈瑩等青年才俊。周琦和丁彥雨航
將領銜男籃陣容，韋世豪也出現在了男足名單中。
總局的公示通知為 7 月 26 日至 8 月 3 日。公示通知
中表示：「公示期內，單位和個人均可對公示對象在
公平、公正、公開選拔、競技水準、興奮劑、賽風
賽紀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電話、書面或其他形式
向國家體育總局競體司、機關紀委、駐體育總局紀
檢監察組反映。」
■新華社

韓 正 強 調 落 實「四 個 辦 奧」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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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育總局日前於官網上，對參加

國務院副總理、第 24
屆冬奧會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韓正在北京冬奧組
委調研。韓正來到冬奧
組委首鋼辦公區，實地
察看園區情況；到料倉
辦公樓，觀看賽區沙盤
模型，了解場館和基礎
設施規劃建設情況；結
合展板聽取冬奧組委辦
公園區總體情況匯報，
並與冬奧組委工作人員
互動交流。
韓正表示，北京冬奧
會是我國重要歷史節點
的重大標誌性活動，是
展現國家形象、促進國
家發展、振奮民族精神
的重要契機，是助推對
外開放、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舞
台，是向世界傳播中華
優秀文化、推動東西文
明交融的重要載體，是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
有力抓手。要狠抓冬奧
備戰，着力提升競技水
準，圍繞「帶動 3 億人
參與冰雪運動」目標，
加快推動群眾性冰雪運
動發展。全面落實「綠
色辦奧、共享辦奧、開
放辦奧、廉潔辦奧」理
念。
■新華社

■昨日，孫楊與隊
友在香港體育學院
進行訓練，備戰亞
運。
新華社
■蘇炳添力爭在亞運
田徑賽場上跑出好成
績。
新華社

■中國隊泳手徐嘉余(左)和劉湘身穿中國隊的2018亞運會新款禮服亮相。 中新社

港羽隊備戰亞運 劍指獎牌

短 訊
河南擊劍冠軍賽 238選手參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2018 河南
省擊劍冠軍賽昨日在河南鄭州開幕，來自鄭州、商
丘、駐馬店、新鄉等地俱樂部及中小學共計 238 名選
手參賽。本次比賽由河南省體育局主辦，為期兩天，
設男子重劍個人賽、團體賽；女子重劍個人賽、團體
賽4個競賽項目，另由7至18歲按年齡分四個組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羽毛球隊30天內將角逐南京世
錦賽和雅加達亞運會，團隊昨午會
見傳媒時，總教練何一鳴表示主要
以亞運獎牌為目標，認為男、混雙
及女單都有爭牌的能力，只等待一
個機會爆發出來。

伍家朗：享受球迷打氣聲
亞運會的女單有陳雨霏、何冰
嬌、戴資穎等強手，而男單更是好
■伍家朗領銜港羽隊出戰亞運。
手林立，諶龍、石宇奇及孫完虎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有力奪金。為港隊男單擔大旗的伍
■擊劍健兒較量
擊劍健兒較量。
。

家朗以晉身 8 強為目標：「我對印
尼比賽環境絕不陌生，更喜歡球迷
的歡呼打氣聲，比賽受注目會越打
越興奮。」對於伍家朗目前身陷
「獎牌荒」，何一鳴稱：「家朗近
期在對李宗偉、周天成比賽中，打
得進取，只是被裁判影響到情緒而
敗，希望他從中學習成長。」
前亞運金牌得主、現女單教練王
晨也認同港隊球員需要更好地控制
情緒：「女單張雁宜打球關鍵分時
總是急躁，體力、技術都提升，可
是心理要修煉。」

至於身為三朝元老的「黑妹」
葉姵延就表示目前對所有比賽都
抱着享受的心態：「能打就打，
或許四年後亞運甚至於東京奧運
都會出現，總之上場就全力以
赴！」
香港混雙兩對組合均有力染指
獎牌，鄧俊文和謝影雪避戰新加
坡比賽，就是留力戰世錦賽及印
尼亞運，而另一混雙組合「姊弟
配」李晉熙及周凱華就表示已回
復信心，希望在亞運可以踏上頒
獎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五場三勝制的香港甲
一籃球季後賽總決賽，衛冕冠軍南華領先東方龍獅
2：0。東方龍獅背水一戰，隊長李琪直言要拚盡收復
失地。賽事今晚8時35分開賽，門票早上10時開售，
票價港幣80元，每人每次限購4張。60歲以上長者及
全日制學生特惠票價為港幣50元正，售完即止。

傑志8月熱身賽 門票下周一開售
香港文匯報訊 上季「三冠王」傑志將於8月18日
及 8 月 25 日晚上 8 時分別友賽泰超球隊武里南聯和越
南球隊平陽，備戰新球季及來年亞冠盃外圍賽。賽事
將於旺角大球場舉行，對武里南聯票價分別為港幣
160 元及特惠票 40 元，對平陽則劃一港幣 160 元，門
票將於7月30日(下周一)上午10時開售。

日足任命新帥 泰迪續教森巴
日本國足今屆世界盃 16 強出局後臨時主帥西野朗
卸任。足總昨任命森保一掌帥，他將兼任日本國奧教
頭。49歲的森保一踢過日本隊，執教廣島三箭時曾三
奪日職錦標。另世盃 8 強止步的巴西，足總昨決定跟
主帥泰迪續約到2020年。
■綜合外電

國羽主場強陣征世錦賽

港甲一籃決賽 東方龍獅背水一戰

■日本隊委
任森保一接
兵符。
路透社

■韓正在北京冬奧組委調研並主持召
開第 24 屆冬奧會工作領導小組全體會
議。
新華社

2018 年道達爾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將於 7 月 30
日在南京青奧體育公園開賽，賽事組委會昨日
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了本屆世錦賽中國羽毛
球隊的陣容和大賽整體準備情況。
據悉，男單名將諶龍、石宇奇、林丹、黃宇
翔出戰。女單陣容由陳雨菲、何冰嬌、陳曉欣
三位選手組成。國羽單打主教練夏煊澤說：
「來南京前，隊員們在東南亞經歷了幾場比
賽，成績不很理想。但這次世錦賽，主力隊員
大多都在南京積極備戰，訓練狀態良好。」
雙打三個項目上，中國隊全部滿額參賽。男
雙衛冕冠軍劉成/張楠，女雙世界排名第 1 的組
合陳清晨/賈一凡，混雙名將鄭思維/黃雅瓊將
悉數亮相。國羽雙打主教練張軍介紹，近年各
隊在男子雙打項目上競爭激烈，馬來西亞、印
尼、丹麥等隊都不容小覷。
賽事組委會副秘書長程向陽介紹，目前場地
佈置、設備調試、燈光調試等各方面工作都已
達到賽事要求。另外，本次世錦賽將突出科技
創新，「我們將利用全息裸眼 3D 技術，在比賽
場館中立體展現南京城市的歷史文化之美」。
■新華社

■中國選手諶龍
中國選手諶龍。
。 中新社

擊劍世錦賽 中國女重獲團體銅牌

■(左起)許誠子、林聲、孫一文和朱明葉勇奪銅牌。

正於無錫舉行中的 2018 年世界擊
劍錦標賽，世界排名第1的中國女子
重劍隊孫一文、朱明葉、林聲和許誠
子，在準決賽中以 21：25 不敵韓國
隊，然而在3名爭奪戰中以45：42戰
勝俄羅斯隊，獲得中國隊本屆世錦賽
的首面獎牌。美國隊和韓國隊分獲女
子重劍和男子佩劍團體冠軍。
至於昨天女子佩劍團體賽，中國
隊以 45：44 戰勝西班牙隊，晉級 8
強。至於男子重劍團體賽 8 強，中
國隊則以 23：40 不敵俄羅斯隊，無
緣 4 強。男子花劍團體賽 16 強，中
國隊以45：44戰勝德國隊晉級。
■新華社
新華社

「十四冬」吉祥物亮相
第 14 屆全國冬季運動會（下稱「十四冬」）
吉祥物與會徽「冬之韻」昨日在北京發佈。吉祥
物「蒙古彩娃」以蒙古族兒童為創意原型，設計
了一對俏皮可愛的蒙古族娃娃形象。男娃蒙古語
名為「安達」，漢語譯為「朋友」，女孩蒙古語
名為「賽努」，漢語譯為「你好」，傳遞了內蒙
古人民對全國人民的誠摯邀請。十四冬將於
2020 年 2 月在內蒙古自治區舉行，將按照北京冬
奧會 7 個大項、15 個分項、109 個小項的設項設
置比賽。

■第 14 屆全國冬季運動會吉祥
物「蒙古彩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