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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上屆第五的鄭子文
上屆第五的鄭子文（
（左）與
劉慕裳希望登上亞運頒獎台。
劉慕裳希望登上亞運頒獎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記者 郭正謙）
港足亞運第一
擊！印尼亞運經
過連串抽籤鬧劇
後今日開戰，港隊今日 5 時（當地時
間 4 時）將率先亮相迎戰老撾，教練
郭嘉諾形容今仗為最關鍵一戰，希
望球隊可以先拔頭籌增強信心。

■港足啟程前在石門
傑志足球中心進行最
後備戰。
後備戰
。
新華社

■港隊守門員陳嘉豪
啟程前隨隊訓練。
啟程前隨隊訓練
。
新華社

今對老撾 迎小組出線關鍵戰

首擊誓拔頭籌

亞運抽籤接連出現「烏
印尼龍」，令本來抽得上上籤的港

足小組賽突然需要面對 4 支球隊，而
首場對老撾的比賽更要提前至今天上
演。教練郭嘉諾坦言賽程變動令球隊
備戰時間更少，但對於賽會的決定只
能無奈接受。
前天才抵達印尼的港隊昨天進行到
埗後首課操練，郭嘉諾表示不會安排
太高強度的訓練，以恢復球員體力為
主：「11 天內進行 4 場比賽是很大的

挑戰，印尼天氣炎熱與香港相若，會
提醒球員多飲水做好心理準備。」他
更強調首場對老撾是出線關鍵：「今
仗可能是整個賽事最重要的一仗，如
果開頭開得好，對增強信心很有幫
助，大大有利爭取出線。」

前中後均有經驗球員坐鎮
與港隊同組的除了老撾外，亦有東
道主印尼、中華台北及後來加入的巴
勒斯坦，郭嘉諾認為港隊要出線並不

容易，球隊必須高度集中迎戰強敵，
對老撾除非勝不可外亦要盡量爭取得
入球：「我們的小組雖有5支球隊，但
只會計算小組頭4隊的對賽成績，所以
得失球非常重要，尤其是巴勒斯坦實
力不俗，對我們有很大威脅。」
港隊今屆亞運挑選了佐迪、林嘉緯
及列斯奧三名超齡球員，確保了前中
後三線均有富經驗的球員坐鎮，加上
鄭展龍及陳俊樂等已在港超站穩陣腳
的球星，主帥郭嘉諾認為球隊實力平

■香港足球隊昨在雅加達進行首課
操練。
操練
。
足總提供
均有信心爭取出線，希望球員好好把
握這個難得的大賽機會。（奇妙電
視、有線602及662台直播）

■香港亞運足球隊前晚飛抵雅加達
香港亞運足球隊前晚飛抵雅加達。
。 奧委會提供

港空手道獲世界冠軍陪練 亞運衝金

港足
亞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空手道代表
隊派出 3 男 4 女出戰亞運，為此請來世界冠軍高手
陪練催谷狀態。
廿年前世界冠軍湯馬士現執教香港亞運空手道
隊，這位總教練找來世界冠軍為港隊陪練，在總會
代表資格紛擾事件中，令隊員揮走煩惱靜心苦練。
「美少女」、港隊女子空手道套拳代表劉慕
裳，等待了六年終於第一次能夠參加亞運，她期
待打破「二奶命」，能在雅加達亞運賽場上擊敗
宿敵日本的清水希容，登上頒獎台。劉慕裳目前
在亞洲空手道套拳排名第二，上月亞洲錦標賽輸
給清水獲得銅牌。
劉慕裳稱：「奪牌的關鍵在於心理質素，緊張就
會失誤，而套拳與搏擊不同，一有失誤就難以補
救，期望比賽時能發揮出平時練習的水準。」
作為亞運「三朝元老」的男子搏擊代表、30 歲
的李嘉維，希望衝破年齡極限三奪亞運獎牌。過去
兩屆亞運會已先後奪得銅牌及銀牌的他，今屆目標
是在保牌的基礎上力爭金牌。
他喜獲總教練的兒子、也是世界冠軍作陪練，他
稱自己目前狀態非常好，經驗亦豐富，會以輕鬆的
心情參賽。
香港亞運空手道隊運動員名單如下：（男子隊）
鄭子文、李振豪、李嘉維；（女子隊）蔡韻瑜、劉
慕裳、馬文心、曾綺婷。

菲律賓回歸 與中國哈薩克同組

■中國男籃藍隊
中國男籃藍隊（
（白衫
白衫）
）
日前與安哥拉熱身。
日前與安哥拉熱身。
新華社

距 2018 雅加達亞運會開幕
還有 8 天的時間，由於菲律賓
男籃回歸，中國男籃的小組
賽賽程發生變化，據搜狐體
育消息，中國男籃將於 8月21
日迎戰菲律賓，23 日迎戰哈
薩克。
菲律賓原本與伊朗、敘利

亞和阿聯酋被分在 B組，但因
較早時在世預賽與澳洲隊發
生衝突，多名球員被禁賽，
令該隊宣佈退出亞運會。不
料，近日菲律賓回心意轉，
宣佈回歸亞運。
中國男籃所在的 D 組，由
於巴勒斯坦退出，令該組只

剩中國與哈薩克 2 支球隊，所
以亞組委決定把菲律賓分在 D
組。
根據亞組委的最新賽程，
中國男籃將於 8 月 21 日迎戰
菲律賓，23日對陣哈薩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理文獎金鼓勵球員
「踢入港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踏
足港超第二季的理文，昨舉行記者
會宣佈減票價及獎金獎勵入港隊球
員，而吉祥物「衝蜂」Super Bee 也
在當日現身。
會上會長李文恩宣佈「打拚！踢
入港隊」獎勵計劃。凡入選香港代
表隊的理文球員，會方給予每人
$5,000元獎勵，而受惠的兩名亞運腳
袁皓俊、余沛康目前正身在雅加達
未能出席。這亦是香港首支港超球
隊設立上述獎金獎勵，李文恩認
為：「球會能培育出球員代表香
港，是一種成績，也是會方的榮
■ 主帥陳曉明
主帥陳曉明（
（ 右 ） 介紹
介紹「
「 打拚
打拚！
！ 踢入港 譽。會方除港超外，同時亦致力青
隊」獎勵計劃
獎勵計劃。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訓梯隊，為球會建立長遠基礎。」

減票價 在將軍澳扎根
今季預算 2,000 萬班費的理文，全
力在將軍澳深耕，不理會班霸的不
滿主動減票價，設公眾票 60 元及特
惠票 20 元兩種。希望以平票價吸納
更多球迷及區內市民入場。球隊吸
取過去一些球會嘗試以將軍澳為基
地、但「只說不做」的教訓，用區
議員落區做街站方式進行宣傳，同
時與區議會、區內中和小學聯絡，
在區內推行交流活動，將理文扎根
將軍澳。
另外，理文、香港飛馬昨午於將軍
澳友賽，傑志高尼路、奴比度高調到
場觀戰，最終雙方1：1言和，理文憑

■飛馬陳肇麒
飛馬陳肇麒（
（左）從中鋒改踢
中堅。
中堅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史提芬彭利拿罰球中人牆入1：0。飛
馬憑12碼由祖連奴追平1：1。
陳肇麒以中堅身份粉墨登場，踢足
大半場，既有破壞對方前鋒控球，亦
冇冷靜長傳策劃反擊，表現稱職，下
半場跟張春暉拍檔表現有默契。

■香港空手道隊派出 3 男 4 女出戰
亞運。
亞運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短訊
彭帥因勸搭檔退賽遭禁賽
32 歲的中國金花彭帥因於 2017 年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期
間，和教練試圖用提供經濟補償的方式勸說原定的女雙搭檔
退賽、以更換新搭檔，而遭國際女子職業網球員協會
（WTA）旗下的網球廉正小組（TIU）禁賽 3 個月，外加 3
個月禁賽緩期執行，並處以 10,000 美元罰款，外加 5,000 美
元罰款緩期執行。TIU 在聲明中指出：「儘管這個提議遭到
拒絕，而彭帥後來也沒有參加溫布頓公開賽，但這已構成違
反『網球反貪腐計劃』（TACP）。」
根據刑期，彭帥最早將在今年 11 月 8 日解禁復出。這也意
味着彭帥本賽季基本報銷，其中包括將無緣大滿貫賽事美國
公開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兩岸暨港澳大學生在滬交流

傅家俊闖世界賽八強 丁俊暉當爸
香港桌球好手傅家俊周三晚在
江西玉山舉行的世界桌球公開賽
次輪賽中，以 5：4 力克英格蘭對
手希堅臣勇闖 16 強後，昨晚再以
5：4 挫另一位英格蘭球手米健士
晉級 8 強。而內地「一哥」丁俊暉
雖以 4：5 被米健士淘汰，但 8 月 8
日對丁俊暉來講仍是幸福的一
天，他當晚宣佈自己喜迎愛女，
正式升任為爸爸。
周三晚的賽事，傅家俊在領先
4：1 下連丟 3 局，但在決勝局打出
一桿78度，最終以5：4力克英格蘭

對手希堅臣勇闖16強。
而丁俊暉周三晚與米健士同樣打
至決勝局才分出勝負，惟丁俊暉以
4：5不敵無緣16強。不過，當晚23
時 59 分，他在社交網站上發佈喜
訊：「18 年 8 月 8 日，順產母女平
安」，並配上新生嬰兒小腳丫的照
片。
除上述兩名華人球員外，內地球
手蕭國棟也挺進 8 強，不過顏丙
濤、梅希文則被擋在 16 強門外。而
名將羅拔臣、卡特等也爆冷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丁俊暉在世界桌球公開賽止步第二輪
丁俊暉在世界桌球公開賽止步第二輪。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2018 年第五屆
海峽兩岸暨港澳大學生運動交流賽昨日在上海復旦大學開幕
（上圖），今年共有來自內地及港澳台地區 33 所高校 66 支
代表隊的 1,026 人參賽，這亦是內地與港澳台地區最大規模
的高校體育交流項目。
教育部港澳台辦主任劉錦、香港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魯、
國台辦交流局副局長李京文、上海市海峽兩岸促進會會長李
雷鳴、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敏等嘉賓出席了開幕式。據悉，
今次交流賽為期一周，來自內地及港澳台地區高校的籃球、
足球、排球愛好者，將在賽場上切磋競技、收穫友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