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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壁 球 邁 向 新 高 度

歐鎮銘挫李浩賢

奪港隊第三金

■一眾壁球隊成員大合照
一眾壁球隊成員大合照。
。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陰盛陽衰」向來是香港壁球隊的
傳統，女子隊在趙詠賢後有歐詠芝擔起大旗，男子代表卻在簡化謙之
後鮮有標誌性人物。不過默默耕耘總有收穫，4 年前男隊在亞運連摘
兩銅，今屆印尼亞運歐鎮銘及李浩賢更是分奪金、銀，苦守多年終於
迎來收成期，這次包辦金銀的創舉將帶領香港壁球邁向全新高度。

歐鎮銘及李浩賢今次能包辦亞運金銀
牌絕非偶然，而是多年來辛苦經營

的成果，自 4 年前仁川亞運收穫兩銅
後，男子隊表現一直穩步上揚，歐鎮銘
及李浩賢分別於 2015 年及上年成為亞洲
男單冠軍，世界團體賽亦獲得第 3，前
總教練蔡玉坤及現任教練羅啟思居功不
小，他們均認為壁球男隊水準已臻世界
一流，蔡玉坤表示歐鎮銘的進步以及李
浩賢的成熟為小將們作了最佳示範。

羅啟思助球員發揮潛力
能夠翻開了香港壁球歷史新一頁，有
賴於前英國國
家隊教練羅啟
思執掌港隊後

成功將球員潛力完全發揮，李浩賢認為
他的新思維緊貼世界壁球趨勢：「除了
技術和心理外，羅啟思教練更會與我們
分析戰術、場地以至裁判風格，多方面
提升我們的能力。」

決賽過程較預期激烈
在亞運決賽場上演港隊「內訌」，結
局是皆大歡喜不過過程卻十分激烈，歐
鎮銘雖然甫開賽就連勝兩局，不過其實
次局卻是李浩賢一度遙遙領先，歐鎮銘
是憑藉凌厲後勁反勝1分，第3局李浩賢
以 11：6 扳回一城，但冷靜應對的歐鎮
銘以 11：4 再下一城，最終歐鎮銘以局
數 3：1 擊敗李浩賢成為冠軍，為港隊摘
下今屆亞運第3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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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用膳
偶遇印尼華僑
一個人初次來到一個陌生的國
家，其實自己身體的各種感官都會特
別敏感，感覺任何事物、任何場景、
任何人物都會特別真實和細微。
前天記者正與其他行家在酒店內吃
飯時，一名叫 Andre 的印尼華僑與他
的家人不經意地和我們展開了對話，
就這樣認識了一名印尼的新朋友。
來到雅加達，其實一直有計劃去雅
加達的中國城走一趟，畢竟自己同為
華人，很想了解一下這些遠赴南洋的
同胞們是如何在印尼安家樂業，落地
生根。不過由於自身的工作較為繁
忙，尚未能抽出時間。前天工作完後
選擇在酒店吃晚餐，旁邊桌的一家三
口卻突然與記者一行人「搭訕」，得
知我們來自香港後，Andre 的爸爸便
說了一句「銅鑼灣」的廣東話，讓我
們頗為吃驚。經了解後，原來他們是
印尼華僑，已經在雅加達生活了三
代，Andre 的爸爸曾經在香港住過一
段時間，因此會說幾句廣東話，不過
現時回到印尼後主要還是說印尼語和
英文。很快地我們便展開了一連串的
對話。
即使是遠在印尼，但他們與中國的
關係密不可分。Andre 的家庭祖籍福
建，現時定居雅加達，但經常會通過
香港中轉去深圳，因現時他正在深圳
經營紡織業。最後他還邀請記者有時
間可以去他在雅加達的家裡作客，嘗
嘗最地道的印尼當地菜，同時約我們
在亞運閉幕式現場碰頭。
能在旅途中認識新朋友感覺特別
棒，希望能繼續認識更多來自五湖四
海的朋友，增長自身的視野和見聞。

■Andre
Andre（
（右）與記者合照
與記者合照。
。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跨越「MeToo」陰霾 呂麗瑤摘銅
劉江華賀壁球勇奪金銀牌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祝賀香港壁球
運動員歐鎮銘及李浩賢昨日（8 月 26
日）在印尼雅加達及巨港舉行的第18屆
亞洲運動會（亞運會）分別取得男子單
打金牌及銀牌。
劉江華說：「兩位香港壁球運動員歐
鎮銘和李浩賢均能於準決賽反敗為勝，

表現超卓，一同晉身決賽誠屬美事，創
造壁球隊歷來在亞運會的最佳成績，足
見香港運動員實力雄厚，讓全港市民引
以為傲。」
香港代表隊至今已在亞運會取得 3
金、7銀、15銅共25面獎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印尼 的選手超越，不過呂麗瑤仍能緊守第
亞運田徑項目首個比賽日港隊即有收 3 名衝過終點，這名香港女「欄王」
穫，香港女「欄王」呂麗瑤昨日在 今年 5 月曾於香港田徑錦標賽做出 13
100 米欄做出個人最佳時間 13 秒 42 勇 秒 44 的佳績，來到印尼亞運她更是將
奪銅牌，一吐上屆亞運決賽不入的烏 個人最佳時間推前 0.02 秒，以 13 秒 42
收穫一面銅牌。
氣。
23 歲 的 呂 麗 瑤 4
呂麗瑤初賽跑出
年前亦有參加仁
13 秒 52 以初賽第 4
川亞運可惜未能
快的成績殺入決
晉身決賽，今次
賽，決賽排在第一
這面亞運銅牌可
線的她起步出色開
說是她 4 年來努力
賽已經領先，雖然
■呂麗瑤賽後激動落淚
呂麗瑤賽後激動落淚。
。 美聯社
的證明。
其後被韓國及印尼

鄧謝配殺入混雙決賽
由鄧俊文與謝影雪組成的羽毛球混雙組合，
於昨日的 4 強戰大戰中，以局數 2：1 擊敗國家
隊的王懿律及黄東萍，首度殺入混雙決賽，將
於今晚與另一國家隊組合鄭思維/黄雅瓊爭逐金
牌。
鄧俊文與謝影雪於首局發揮出色，就算面對
的是在早前世錦賽擊敗過自己的國家隊組合王
懿律及黄東萍，依然全力奮戰，更令人意外地
以 22：20 先下一城。到第 2 局「鄧謝配」依然
幹勁十足，但在對手表現有所提升下，無奈以
19：21 輸回一局。到決定勝負的第 3 局，「鄧
謝配」初段發揮出色，一度領先到 7：3，雖然
王懿律及黄東萍急起直追，更一度領前 20：
19，但鄧俊文與謝影雪心理質素不俗，最終反

勝23：21殺入決賽。
可惜的是，伍家朗及黃永棋則同樣於昨日的
男單 8 強賽事止步。前者面對中華台北選手周
天成，以直落兩局 18：21 敗陣，而這兩局「家
朗」其實均一度取得大幅優勢，最終卻都反勝
為敗。伍家朗賽後就承認，在領先下先失首局
是勝負轉捩點，除打起對方信心，自己陣腳亦
有被打亂。
至於黃永棋稍後時間面對東道主印尼球手基
斯迪，最終受制「地獄主場」以直落兩局 11：
21 及 18：21 落敗。賽後黃永棋就表示，自己於
一些關鍵時刻有點保守，加上對手有主場球迷
支持，信心越打越強，最終只能接受出局命
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港隊混雙組合殺入決賽
港隊混雙組合殺入決賽。
。 奧委會圖片

■ 伍家朗於大好形勢下
出局。
大文集團
特派記者張銳 攝

■蔡韻瑜
蔡韻瑜（
（右二
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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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蔡韻瑜替空手道隊再摘一銅
空手道代表隊昨日則再為香 全壘打，協助球隊以 7：4 獲
港增添一面銅牌。蔡韻瑜於女 勝。趙嗣淦賽後表示，感謝來
子自由組手 61 公斤以下賽事的 到印尼為港隊打氣的親友團，
銅牌戰，以 2：1 戰勝哈薩克選 而一眾隊友齊心協助做好防
守，是取得勝仗的關鍵
手獲得銅牌。
最後乒乓球方面，由黃鎮
蔡韻瑜在首戰不敵世界第一
的國家隊選手尹笑言，幸而於 廷、何鈞傑及吳柏男組成的男
復活賽卻勇挫越南選手晉級， 子隊，於團體賽首戰直落 3 局
獲得爭逐銅牌的資格。在銅牌 輕取也門旗開得勝。至於女子
戰，蔡韻瑜對手為哈薩克的瑪 隊方面，蘇慧音、杜凱琹及李
特蓮，結果奮戰下以 2：1 勝 皓晴合力連贏了越南、馬來西
亞及新加坡。
■綜合外電
出，助港隊增添一面銅牌。
此外，本屆亞運男子棒球初
賽於昨日展開，結果香港隊以
7：4 擊敗東道主印尼，取得港
隊於亞運棒球項目的首次勝
利。港隊是役派出趙嗣淦出任
■ 港隊贏得
正選投手，雖然一度落後比分
棒球首勝。
棒球首勝
。
2：3，惟港隊於第7及8局接連
奧委會圖片
有好表現，其中何華生更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