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8年8月5日（星期日）
2018年
2018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
2018年8月5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於南京進行的世界羽毛球錦標
賽（世羽賽）殺入準決賽的港隊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遺憾未
能再進一步，以直落兩局不敵國家隊（國羽）組合王懿律／黃東
萍無緣決賽。由於比賽不設銅牌戰，故港隊奪得一枚銅牌；不過
這面銅牌已足以令「鄧謝配」創下參加世羽賽以來的最佳戰績，
亦是港隊連續兩年於世羽賽混雙項目摘銅。港隊總教練何一鳴表
示今場敗仗暴露了這對組合的弱點，會於亞運開幕前作針對性訓
練改善問題。
吳柳
8強力克奧運銀牌組合陳炳順／
螢晉級；不過來到四強，鄧俊文／

謝影雪卻未能發揮水準，經過兩場激
戰才得以晉身準決賽的「鄧謝配」明
顯出現疲態，面對國羽組合王懿律／
黃 東 萍 全 場 處 於 下 風 ， 最 終 以 6：
21、10：21 直落兩局敗陣，收穫一面
銅牌。雖然無緣爭金，但兩人已創下
參賽以來的最佳成績，亦是港隊繼去
年李晉熙／周凱華後，連續兩年於世
羽賽混雙項目有獎牌落袋。

暴露弱點 亞運前改善
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鄧俊文／謝影
雪晉級過程絕不輕鬆，16 強對印尼
組合激戰近 1 小時才驚險過關，8 強
面對馬來西亞的奧運銀牌拍檔亦苦
戰三局。總教練何一鳴坦言兩場比

賽對他們消耗甚大：「亞運前我們
的備戰狀態十分不錯，可以見到各
個運動員發揮都很好，伍家朗面對
安賽龍的敗仗差距很小，而鄧俊文
／謝影雪一直表現出色，不過四強
前的兩場比賽確實打得很艱苦，消
耗很大。」
鄧俊文／謝影雪上年年底曾擊敗今
場對手王懿律／黃東萍，不過今仗卻
未能歷史重演，何一鳴表示對手明顯
有備而戰：「他們對鄧俊文／謝影雪
的打法明顯研究透徹，令我們未能發
揮水準，對手今場的壓迫力很強，鄧
俊文一時間未能適應，我們會在亞運
前針對這個問題作出改善。」
這對首奪世羽賽銅牌的組合將於明
日返回香港作亞運前最後備戰，然後
於本月15日出發前往印尼。

世羽賽各項決賽
男單

石宇奇（中） VS 桃田賢斗（日）

女單

馬林（西） VS 辛德胡（印度）

男雙

李俊慧/劉雨辰（中） VS 嘉村健士/園田啟悟（日）

女雙

福島由紀/廣田彩花（日） VS 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日）

混雙

王懿律/黃東萍（中） VS 鄭思維/黃雅瓊（中）
註：有線601及661台今午1時起直播

■鄧俊文（右）／謝
影雪不敵國家隊組合
摘得銅牌。 新華社

石宇奇輕取諶龍 今與桃田爭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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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後浪」石宇奇再
以出色表現證明國家羽毛球隊（國羽）男單後繼有
人，繼淘汰大滿貫球手林丹後，這位年僅 22 歲的小
將昨在南京世界羽毛球錦標賽（世羽賽）再以 2：0
輕取諶龍晉身決賽，接連擊敗兩位大師兄的他將向着
職業生涯首個世界冠軍邁進。
繼擊敗林丹後，石宇奇於世羽賽男單四強再次在前
輩面前顯示其首席「接班人」的實力，面對淘汰「一
哥」安賽龍的諶龍，石宇奇首局打得非常進取以
21：11 取勝，次局諶龍雖然展開頑強反撲，不過失

誤太多下以 17：21 再敗一局，世界排名第三的石宇
奇最終以局數 2：0 勝出躋身決賽，今日對手將是以
21：6、21：5 擊敗馬來西亞球手劉國倫的桃田賢
斗，由於石宇奇及桃田賢斗均是首次殺入世羽賽決
賽，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羽壇將會誕生全新的男單世界
冠軍。
女單方面，在陳雨菲以 1：2 惜敗日本名將山口茜
後，何冰嬌成為國羽的獨苗，結果這位 21 歲的江蘇 ■石宇奇力挫諶龍晉級決賽
石宇奇力挫諶龍晉級決賽。
。
小將以 21：13、16：21、13：21 不敵西班牙的里約
新華社
奧運冠軍馬林，無緣爭冠。

鍾伯光

理文志在千里 友賽不介意勝負

大埔增新兵
唐道碧回港加盟

到默契、形成戰術隊形。
理文陣中添入新球員，身穿 10 號球衣的韓國
亞援白智勳，昨友賽表現超班。06 年世界盃決
賽周入選韓國國家隊的中場指揮官白智勳，擁有
超過 200 場韓國頂級聯賽經驗，在中場領軍正好
彌補年輕球員經驗上的不足。
理文將在港超揭幕戰遇上傑志，陳曉明認為未
嘗不是一件好事：「無論對手是強是弱，香港
10 支球隊，遲早都會碰頭，我認為分別不大。
好多球隊季初都會到海外踢高水平友誼賽，我們
會好好把握下月中到泰國集訓的機會。」他又表
示，港超目標是頭 3 仗拿 7 分：「之後我們會對
元朗及凱景，如果頭 3 場有 7 分落袋，對一支新
組建的球隊算是不錯好開始。」

短訊
二屆國際奧委會（IOC）終身教
練獎候選人選進行了公示。根據
公示通知，總局擬推薦劉國梁、
張軍、孫海平、郎平、周繼紅五
位教練為候選人選。國際奧委會
去年創立「終身教練獎」評選，
每年評選一次。首屆國際奧委會
終身教練獎獲獎者為美國游泳教
練約恩．厄本切克和日本花樣游
泳教練金子正子。
■新華社

亞運男足
阿聯酋與國足同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積極增兵的和富大埔又有新
人加盟，曾効力公民的唐道碧
（見圖右）將成為大埔今季第 11
名新兵，這名 24 歲的中場曾在深
水埗青年軍跟隨過主帥李志堅，
剛於美國完成大學課程的唐道碧
對與一眾師兄弟重逢感到興奮，
希望盡快操起狀態為球隊出力。

五中國名帥
參評終身教練獎
國家體育總局 3 日在官網對第

亞足協日前宣佈，伊拉克 U23
國家隊退出雅加達亞運會。因
此，亞足協再次對亞運會男足比
賽小組賽分組進行重新抽籤，中
國隊與阿聯酋、東帝汶和敘利亞
同在 C 組。7 月初，亞運男足進
行了首次抽籤。但主辦方將阿聯
酋和巴勒斯坦遺漏，經商議後亞
足協決定將阿聯酋、巴勒斯坦經
抽籤安排至 E 組和 A 組。然而在
伊拉克退出後，經過各方協商，
亞足協最終將阿聯酋調到中國隊
所在的C組。
■中新網

■白智勳
白智勳（
（中）表現搶眼
表現搶眼。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東方藉友賽檢視外援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東方龍獅一口氣先後於前日及昨午
友賽凱景、理文，並在這兩場「港
超聯」免費熱身賽取得兩連勝。
東方希望藉友賽檢視外援能力以
確定是否「入錯貨」，曾効力西甲
艾爾切的中堅荷西安祖正在試腳，
他在兩場熱身賽均司職中堅，表現
令主帥「牛丸」陳婉婷滿意：「他
在後場攔截、用波及配合隊友方面
都表現不俗，令隊友踢得舒服；不
過往韓國集訓和友賽後才能看清
楚，以免入錯貨！」
昨午東方對理文的友賽，雙方新
兵舊將均獲派上場，結果東方龍獅
以 4：1 獲勝，入球分別來自李康
廉、洛迪古斯、茹子楠及迪高的
12碼。
新外援笠臣與林嘉緯已找到默
契，笠臣踢法能攻擅守，進攻意識
強及機動，令東方前場壓迫、滲透
極具效率。林嘉緯已融入球隊。陳
婉婷表示會適度支持香港亞運隊，
在放人參加亞運隊集訓的同時，也
■東方曾効力葡萄牙球會的笠臣（右）侵略性強。 在熱身賽時召回林嘉緯、謝朗軒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姚浩明。

港隊整裝待發出征亞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理文急不及待
讓新來港外援認識港超足球是什麼回事，昨午在
33 度酷暑高溫下在屯門區友賽東方龍獅，第一
節憑許嘉樂的入波一度追平，但其後力不從心，
遭東方三破大門以1：4輸波。
賽後，主帥陳曉明表示並不介意勝負，組建新
理文志在千里：「慢慢去建立一支球隊，不是只
為了應付下場對傑志、再下場對某隊。畢竟球隊
正式訓練只有兩星期，某些戰術未能演繹得好是
正常的。」
今場約戰爭標球隊東方，以讓隊中外援了解爭
標球隊的實力及自身與對方的差距。球隊上周結
束首階段昆明的高原集訓，催谷狀態，增加肺活
量；本月中的第二階集訓將到泰國友賽，希望達

專欄

記得
我首次
出席亞
洲運動
會(簡稱
亞運)是
1998 年在曼谷舉行的一屆，當
時我剛剛加入前康體發展局出任
精英培訓總監一職，也即是負責
管理當年的體育學院的精英項
目，包括訓練、發展、比賽、運
動員事務、教練培訓和發展等。
擔任這個職位，當然要親身前往
曼谷亞運會現場去支持運動員、
教練和了解他們和其他國家運動
員的實力和準備情形。
講起 20 年前在曼谷舉行的亞
運會，香港代表團的成績相當不
俗，共取得 5 金 6 銀 6 銅 17 面獎
牌。五面金牌分別來自風帆的李
麗珊、單車公路賽的黃金寶、武
術南拳的吳小清、保齡球的許長
國、桌球隊際賽的傅家俊／陳偉
業／陳國明。
今屆香港會派出有史以來參加
亞運最龐大、超過 700 人的代表
團出席本月 18 日在印尼雅加達
揭幕的第 18 屆亞運會。隨着近
10 年政府不斷增加資源給體育
學院的精英培訓，大家都期望香港代表團能
夠突破在 2010 年廣州舉行的亞運會所取得 8
面金牌的最高成績。
在亞運會追逐金牌或獎牌並不是市儈行
為，而是精英體育在亞運／奧運大型綜合運
動會追求卓越的既定目標，同時也是評核精
英項目在過去約四年的訓練和努力的成果。
如果以每年平均花費五億公帑，四年共 20
億在體院的精英培訓上，那麼我們可以粗略
估算今屆亞運會香港運動員可以取得多少面
金牌和獎牌，而每面金牌和獎牌背後我們投
放了多少資源。當然很多人不認為這是一個
合理的經濟效益換算方法，但負責精英培訓
的所有持份者不能迴避大家對善用公帑的一
些合理要求和期望。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主任 鍾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