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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主持授旗儀式
特首林鄭月娥主持授旗儀式。
。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圖片

石偉雄靠媽媽靚湯康復

■石偉雄受重創後快速痊癒全靠石媽媽（右）
「鹿
筋」
靚湯進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成功運
動員背後有個女人很重要。仁川亞運體
操金牌得主石偉雄，將會聯同吳翹充及
詹文軒一起出征印尼亞運。
在年多之前右肩筋腱斷裂，一度令石偉
雄感到沮喪，幸而最終可以傷癒趕及出戰
亞運。
「石仔」
透露自己康復進度這麼快，
主要是靠治療加上石媽媽的大補靚湯，才
可以神奇再戰吊環鞍馬。石媽媽靚湯乃中
醫骨膠補湯，以鹿筋作主材料，配以巴
戟、杜仲、黨參、田七等藥材。
石偉雄直言「石媽靚湯」可幫助筋腱癒
合。而他雖因上屆拿得金牌而開始感到壓
力，但會盡力做到順其自然，只求做出穩
定的動作，並於亞運前提升強度，相信只
要做到上述兩點，成績自然理想。
至於棒球小子胡子彤、「美人魚」歐鎧
淳這對情侶亞運隊員，在亞運來臨前自
然互相支持對方。歐鎧淳在游泳女子接
力項目有力衝獎牌。而男友的棒球，同
組有韓國、中華台北及主隊印尼。他表示球隊期
望首仗贏印尼隊，因在亞洲賽印尼隊曾是手下敗
將。至於另一目標是爆冷贏韓國或中華台北其中
一隊，期望最終可取得第5名或更高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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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廷杜凱琹衝擊混雙獎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午為第 18 屆亞運會香港代表團主
持授旗禮。賽事下月 8 日起至 9 月 2 日在印尼展開，
雅加達為主辦城市，而巨港和萬隆則扮演協辦城市的
角色。雖然亞運開幕儀式安排在下月 18 日舉行，但

■黃鎮廷（左）與杜凱琹有信心奪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乒乓
球隊在亞運會獲得獎牌呼聲甚高！黃鎮
廷/杜凱琹在出席昨午代表團授旗禮時，
透露兩人正培養更好的默契，希望提升混
雙的實力以奪得獎牌。
杜凱琹已鎖定雅加達亞運會混雙項目
為重心，因為她與黃鎮廷在國際賽事都
有成績，加上眼看上屆仁川亞運江天
一、李皓晴獲得此賽銀牌，令杜、黃二
人今屆均很想於混雙有獎牌。杜凱琹還
透露，現時兩人每周練習混雙已由一課
加到三課，兩人亦經常溝通，研究走位
移動、發球及接發球的戰術組合。
杜凱琹補充謂，她都以混雙為重，其次
則期望團體賽爭取理想的名次。至於單打
方面，由於亞運難度可說與世界賽接近，
要期望抽得好籤才能交出成績。

籃球比賽從下月 8 日起就開始投入競逐，而足球、水
球和手球也都在開幕儀式之前就進入小組賽爭逐。

港隊在今屆亞運將派出有史以來最多
的 580 名運動員，合共參與 36 個

項目，連同職員、隊醫，代表團共有
800 人。特首林鄭月娥祝願代表團比賽
成功，並向世界展現奧運精神及香港精
神。被視為今次爭逐亞運金牌兩大戶，
香港單車隊主將李慧詩因在國內山西集
訓未有出席。至於上屆在仁川奪得兩金
的風帆、體操、賽艇金牌項目運動員，
和有望問鼎獎牌的乒乓球、壁球、劍
擊、欖球運動員均有出席授旗禮。

滑翔傘首列亞運項目
值得一提，滑翔傘將首度被納入為

亞運項目，隊員趙浩南、錢明威透
露，隊員都在海外訓練和比賽，日前
遭遇意外的人士只是業餘愛好者。趙
浩南指出，5 男 2 女代表都以世界排
名獲得亞運參賽資格，滑翔傘並不是
港協轄下會員，亦不是資助體育項
目，今次出戰隊員分外有使命感！

政府推持續體育文化
事實上，政府於今屆比賽非常支持
隊際隊伍參賽。除欖球外，足球、橋
牌及籃球隊均會派出男及女隊參戰，
加上壘球、水球及棒球等隊伍，令參
賽運動員人數為香港歷來最多的一

屆。
特首林鄭月娥致辭稱，特區政府會一
直在社會推廣持續的體育文化，支援精
英運動員。撥款 60 億元至精英運動員
發展基金，亦在 2 月啟動為期 5 年的團
體項目發展計劃，以提供 1.3 億元資金
至 8 個體育協會，為港隊在今屆及下屆
亞運發展提供相應訓練計劃。今個財政
年度本港有 460 名全職精英運動員，較
過往 6 年大增 136%，她感謝港協暨奧
委會等團體的貢獻。
香港的 2014 年仁川亞運代表團奪得 6
金 12 銀 24 銅，合共 42 面獎牌，在獎牌
榜排名第13位。

■滑翔傘隊員趙浩南（左）及錢明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險勝丁寧
劉詩雯澳洲稱后

■劉詩雯奪冠後拿着袋鼠公仔自拍。
國際乒聯圖片

2018 年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澳洲公開
賽於昨日圓滿結束，結果在首先舉行的
女單決賽中，劉詩雯於「中國打吡」以
局數 4：3 險勝丁寧奪冠。而壓軸的男單
決賽方面，許昕亦於「中國打吡」以局
數4：1戰勝劉丁碩奪金。
一如預期，劉詩雯對丁寧的決賽戰況
十 分 激 烈 ， 前 者 雖 先 以 局 數 11： 5、
11：7 連下兩城，然而丁寧在第 3、第 4
及第 5 局發揮水準，連贏 11：3、11：5
及 11：6 反超前局數 3：2。可惜丁寧於
領先後卻似是因受制體能及傷患而演出

國際田聯宣佈，維持對俄羅斯的參賽
禁令。這意味俄羅斯隊無法出現在 8 月 7
日開幕的柏林歐洲田徑錦標賽。

■國際田聯主席高爾宣佈維持俄羅斯禁賽
令。
法新社

自 2015 年 11 月麥克拉倫報告曝光涉及
俄羅斯的興奮劑問題之後，國際田聯就
對俄羅斯採取了禁賽措施。在 27 日於阿
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的會議
上，國際田聯主席高爾表示，儘管俄羅
斯方面已在關鍵領域作出許多有意義的
改進，但並未完全達到重返國際賽場的
標準。
國際田聯 12 月將在摩納哥召開理事會
會議。國際田聯俄羅斯問題特別工作組
負責人安達臣說，如果俄羅斯能在此之
前付清國際田聯調查禁藥醜聞而產生的
費用，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能重獲國際
反興奮劑機構的認可，並公佈國內實驗
室在 2011 至 2015 年間所做檢測的所有數
據，那麼俄羅斯將有可能在 12 月被解除
禁令。
■新華社

傅家俊里加大師賽出局

選 秀 狀 元

2018 年 CBA 聯賽選秀大會昨日在北京
舉行，兩輪選秀一共有 14 名球員被選中。NBL 聯賽河南賒店老
酒隊球員姜宇星（中）成為本年度選秀大會「狀元」，圖為中國
籃協主席姚明（左）與姜宇星合影。
新華社

下滑，反被劉詩雯把握機會連贏兩局
11：5 及 11：6，險勝局數 4：3 贏得金
牌。
至於壓軸舉行的男單決賽。早前淘
汰張本智和的許昕雖於先贏一局 12：
10 下，被早前淘汰大島祐哉晉級的劉
丁碩追回一局 11：4，但許昕之後打出
水準，接連以 12：10、15：13 及 11：6
勝出，總局數贏 4：1 奪金，亦令到中
國隊於今屆比賽包辦男、女單兩項冠
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國際田聯維持俄羅斯參賽禁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傅家俊去年因為眼疾而需要做手
術及長休，今年世錦賽復出後卻
於月初的里加大師賽外圍賽才取
得首場勝仗。可惜進入正賽的傅
家俊到日前 32 強戰便告行人止
步，以 3：4 不敵英國球手馬克戴

維斯遭到淘汰。
由於左眼視網膜退化及患有
「飛蚊症」，接受手術後的傅
家俊到今年 5 月才正式復出，雖
然首戰不敵國家隊小將呂昊
天，不過來到里加大師賽這位
香港「一哥」狀態漸漸回復，

先於月初外圍賽擊敗英國球手
艾利諾晉身正賽，日前 64 強又
力克國家隊球手肖國棟再進一
步，可惜 32 強面對老牌球手馬
克戴維斯，傅家俊力戰 7 局下終
以 3：4 不敵對手，下個賽事將
出戰世界公開賽。

■傅家俊（中）於32強止步。
World Snooker圖片

短訊
傑志出發赴韓國集訓

王薔江西網球賽稱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
今天前往韓國進行為期 6 天的集訓，
其間將進行 3 場練習賽，對手為首爾
依戀、安山 Geeners 及金浦 FC，即將
出戰亞運的鄭展龍、列斯奧及佐迪等
亦有隨隊。
（照片由傑志提供）

本屆 WTA 江西網球公開賽於昨日落幕，最終王
薔在決賽領先 7：5、4：0 的情況下，因對手鄭賽
賽退出而順利贏出這場「中國打吡」。王薔亦可繼
李娜、鄭潔、晏紫等名將之後，成為又一位贏得
WTA女單賽事的中國金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