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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印尼
亞運港足旗開得勝！憑藉鄭展龍、陳俊樂
及對方的烏龍球，香港足球代表隊昨於亞運
首戰以 3：1 擊敗老撾取得好開始，不過球隊攻
守發揮一般，下仗面對更強的中華台北，港隊
的演出必須有所改善。

鄭展龍陳俊樂建功 挫老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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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今場未有盡出三名超齡球員，林嘉緯
港退居後備，中場由陳俊樂領軍，而前線

則有佐迪及鄭展龍坐鎮。開賽早段港隊表現
拘謹不時出現傳送失誤，而老撾亦未能製造
太大威脅，直至 20 分鐘港隊終於打破膠着局
面，陳俊樂接應直線殺入禁區射門被阻，鄭
展龍混戰中快腳射入助港隊先開紀錄，領先
後的港隊逐漸站穩陣腳場面佔優，到完半場
前陳俊樂勁射破網更為港隊領先至2：0。
換邊後老撾大舉反撲，不斷利用速度衝擊
港隊防線，到 63 分鐘港隊終於失守，被對方
近門補射入網。防線一度陷於混亂的港隊幸
有門將袁皓俊表現出色屢救險球，老撾空群
而出下港隊亦有不少入球機會，只是佐迪的
連環施射均未能造成入球，幸好完場前陳俊
樂再度發威，壓入禁區起腳射中對方守衛入
網，港隊最終以 3：1 擊敗老撾於印尼亞運旗
開得勝，下場將於本月15日硬撼中華台北。

五天時間備戰中華台北

■鄭展龍
鄭展龍（
（7 號）攻破老撾的龍門
攻破老撾的龍門。
。

美聯社

備戰倉促的港足今場表現未見突出，只是
憑藉較佳把握力擊敗對手，不過球隊接下來
有 5 天準備時間，主帥郭嘉諾可以趁機調整
球隊，以達成賽前首兩戰爭取6分的目標。
賽後，教練郭嘉諾承認球隊初段緊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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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奧委會圖片

表現：「球隊初時很明顯是緊張，踢不出部
署，直至打開紀錄才好一點，希望首戰勝利
後球員可以放鬆心情，下場對手我覺得會更
強，肯定會以3分為目標。」
另外，據亞組委在亞運官網透露，昨共有
1 萬觀眾入場觀看香港對老撾這場比賽，其
中 5 千人為買票入場，餘下為持免費門票的
當地學生。「我們向學生免費提供門票，以
便他們今天下午觀看比賽，」亞組委門票部
門官員 Tohap Martua Pakpahan 說，「學生
免費門票的分發是亞組委與教育機構合作的
一部分，該機構旨在為該市的亞運會活動注
入活力。」

港乒征印尼 黃鎮廷領軍衝獎牌
即將出征雅加達亞運的香港乒乓球代表
隊昨在體育學院見傳媒，分享備戰情況。
上屆亞運，港隊奪 1 銀 1 銅，今屆派出 5
男 5 女征戰印尼。由 4 年前的後補球員，
到今年的領軍人物，「一哥」黃鎮廷將在
男單、男團及混雙三個項目上衝擊獎牌。
上屆仁川亞運，黃鎮廷以新人姿態登
場，4 年後，曾奪亞錦賽及世界盃季軍的
他已升任為港隊「一哥」，「以前有唐
鵬在，就算他只坐在後備席上，不落
場打，都覺得有他在就能穩定軍

心。但今年，他不再參加亞運，令我需負
起給隊友這種感覺的責任。」
今屆亞運，乒乓球賽事不設男女雙打，
令黃鎮廷只需出戰男單、混雙及男團三項
賽事，他指「始終重心會在混雙及團
體。」不過港隊於男團並非種子隊伍，黃
鎮廷直言衝牌機會要視乎抽籤結果，其中
最大勁敵是國家隊，「日本今屆沒派最強
主力，如果運氣好抽到他們的話相信會有
優勢；面對韓國及中華台北，我們也都有
信心。」

即將 27 歲的黃鎮廷雖非老將，正值當
打之年，但他比起隊友已大了 6、7 年；
總教練陳江華直言：「黃鎮廷領軍，何鈞
傑、林兆恒和吳柏男也是主力，我希望球
隊年輕有活力，他們雖未真正到達世界級
水平，但絕對具備能力衝上去。」
陳江華承認不設男女雙削弱港隊的奪牌
機會，但在混雙方面，陳江華分析黃鎮
廷/杜凱琹實力早已曝光或有暗湧，而何
鈞傑/李皓晴亦有力衝擊獎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亞運乒乓球代表隊名單
男子團體：黃鎮廷、何鈞傑、江天一、林兆恒、吳柏男
女子團體：李皓晴、杜凱琹、吳穎嵐、蘇慧音、李清韻
男子單打：黃鎮廷、何鈞傑
女子單打：李皓晴、杜凱琹
混合雙打：黃鎮廷 / 杜凱琹、何鈞傑 / 李皓晴

戴偉浚加盟英甲牛津聯

司雅傑任茜爭亞運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香港球員戴偉浚職業生涯有新發
展，英甲球會牛津聯宣佈簽入這
名 19 歲 小 將 並 簽 約 兩 年 （ 下
圖），領隊卡爾羅賓遜認為戴偉
浚非常有潛質，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
戴偉浚上季為貝利出戰 11 場比
賽，可惜未能改變球隊包尾降班至
英乙的命運，不過新球季戴偉浚仍
能留在英甲征戰，上季在英甲排名
16 的牛津聯宣佈簽入這名 19 歲的
香港小將並簽下一紙兩年合約，領
隊卡爾羅賓遜表示戴偉浚是一位令
人期待的年輕球員：「戴偉浚很有
潛質，雖然他要學習的地方很多，
不過他的態度良好，我們相信他會
不斷進步。」
而戴偉浚亦十分期待為新球會上
陣：「卡爾羅賓遜是一名很出色的
領隊，我很期待與他合作，牛津聯
與貝利是完全不同的球會，很高興
可以加入這裡，我跟隨了貝利的季
前集訓，備戰做得不錯，有信心在
新球季交出好表現。」

體重成關鍵

離雅加達亞運會開幕還剩 6
天，中國國家跳水隊前日在北京
舉行公開課。中國跳水隊領隊周
繼紅表示，「亞運會參賽人選是
中國跳水隊主力，施廷懋、陳艾
森、曹緣等奧運冠軍是隊伍的頂
樑柱。」
不過，近年來國際跳水賽場，
因任茜、司雅傑等女子十米台選
手受制於「成長的煩惱」，一向
以穩定著稱的中國跳水隊在這一
傳統優勢項目上頻遭亞洲其他國
家選手的衝擊。不過從去年全運
會後，未完全進入發育期的 14 歲
小將張家齊橫空出世。
經過三站亞運會資格選拔賽，
張家齊不負眾望順利以第一排位
獲得亞運會門票，第二個參賽人
選則將在司雅傑與任茜兩人中產
生。中國跳水隊領隊周繼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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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考慮到兩人近期訓練情況、
技術水平以及體重指標，隊伍決
定在本月 23 日出征亞運會前就第
二個參賽名額再做一次選拔。
「體重是硬指標，技術、成績
差不多的情況下，體重控制好的
選手就能上。當然隊伍不會在雅
加達再讓兩人通過『實戰』決定
最終誰出場，但是她們訓練狀況

以及身體指標我們都了解，所以
比賽開始前三個小時我們都有可
能換人。」周繼紅表示。
對此，任茜表示從落選到入選
名單心理起伏很大，但自己會珍
惜機會與司雅傑再比一場。司雅
傑則表示自己優勢就是過了發育
關，這一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
上。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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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俊負基拔 無緣世界賽四強
世界桌球公開賽昨在南昌展開第
四輪較量，本港名將傅家俊以 3：
5 不敵英格蘭球手基拔無緣 4 強。
另外，內地新銳蕭國棟昨至本報
截稿時間暫以 1：3 落後泰國「90
後」小將桑坎，後者前晚以5：4淘
汰世界排名第一的沙比晉級。
曾因眼睛問題休戰一段時間的

傅家俊，昨日狀態不佳。首局率
先上手後出現失誤，基拔抓住機
會單桿 56 分拿下此局；第二局，
傅家俊單桿 90 分，零封對手將比
分扳平。
隨後的三局，傅家俊陷入低
迷，而基拔手感火熱，第四局打
出單桿 122 分的高分，以 4：1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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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獲得賽點；第六局，傅家俊努
力調整狀態，以 56：29 艱難扳回
一局；第七局，傅家俊再次打出
高分，單桿 93 分再下一城，將總
局數追至 3：4；惟第八局傅家俊
失誤頻頻，基拔幾次上手後，將
勝利收入囊中，成功闖入4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