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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 羽球 橋牌三線報捷

港隊單日
港隊
單日收
收4 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隊大豐收，單日奪四銀！印尼亞運尚餘六個比賽

日，港隊在各個項目繼續有好表現，單車隊在李慧詩協助下先於女子團體爭先賽摘銀，

採 訪 手 記
大文集團
特派記者

而橋牌代表亦為港爭光連奪兩面銀牌，至於躋身羽毛球混雙決賽的鄧俊文/謝影雪雖然不
敵國家隊組合，但一面銀牌已足以翻開香港羽壇歷史新一頁。另外，港乒在女子團體賽

張銳

趁空檔觀棒球賽 興致勃發

說實話，昨天的首個採訪任務
是香港單車隊，在前往單車館的
路上，記者仍未想好這篇手記的
內容，直到尋找單車館的時候，
意外發現了旁邊有棒球場的存
在，記者便趁着單車比賽尚未開
始前的空檔，即興走入了棒球
場，觀看了 10 分鐘的人生中第一
場棒球比賽。
通過媒體認證區後，想不到只
用了 30 秒便登上棒球場的觀眾
席。原本記者以為這會是一個有
上萬個觀眾席的大型棒球場，沒
有料到，球場是標準的，觀眾席
只有區區幾百個座位，觀賽的觀
眾和媒體記者加起來可能都只有
一百多人，這令記者有些失望。
可能因為印尼人對於棒球這項運
動並不太感興趣，加上昨天是工
作日，因此才造成棒球場冷清的
場面吧。
望向球場，頗為驚喜的是剛好
碰上中國國家隊對陣日本的大
戰，記者馬上選個好座位觀戰。
擊球手擊打棒球的聲音非常清脆，擊中後
球員跑壘的速度奇快，緊張刺激。偶然看
電視上的棒球比賽沒有這種感覺，想不到
在現場看的視覺衝擊完全不同，記者馬上
有興趣想更多地了解棒球這項運動。
日本棒球隊在世界排名第二，中國國家
隊排在22 名，最終國家隊以2：17 不敵日
本隊，這個結果亦在情理之中。棒球在日
本是第一運動，在內地關注度則較小。想
起中國籃球傳奇人物姚明曾被美國記者
問，為什麼中國 13 億人找不到五個會打
籃球的，姚明馬上機警地回應，美國三億
人為什麼找不到一個會打乒乓球的。無論
如何，記者認為每一種運動，每一個運動
員都值得尊重。支持國家棒球隊。

以 3：1 勝印度晉級 4 強，由於比賽不設季軍戰，港乒提前鎖定一枚獎牌。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在場地單車項
目首個比賽日已率先亮相，首次

出戰團體爭先賽的她與拍檔馬詠茹於初賽
做出 33 秒 484，以次名晉級，決賽港隊收
起李慧詩改以李燕燕上陣，雖然做出 35
秒 024 的不俗成績，但仍不敵有奧運冠軍
鍾天使坐鎮的國家隊組合屈居亞軍。

李慧詩今日力爭衛冕凱林賽
雖然因戰術考慮未有於決賽上陣，但一

面銀牌已達成賽前目標，為李慧詩的亞運
之旅取得好開始，她坦言出戰團體賽心情
特別緊張：「拿到銀牌很開心很感動，團
體賽需要二人合作，心情比較緊張，不過
我們今次賽事很有默契，互相為對方分
擔。」缺席決賽主因在於為今日衛冕凱林
賽留力，李慧詩表示自己狀態不俗，有信
心爭取金牌。
至於獲總教練沈金康大讚的馬詠茹對得
到自己首面亞運獎牌更是興奮不已：「能

■港隊獲橋牌男子團體
銀牌。
銀牌
。
奧委會圖片

夠贏韓國並不容易，很開心在亞運這種大
型比賽可以發揮水準，李慧詩的帶領很關
鍵。」

鄧俊文 謝影雪締混雙最佳
至於羽毛球方面，歷史性躋身亞運混雙
決賽的鄧俊文/謝影雪面對國羽第一姐合
鄭思維/黃雅瓊，「鄧謝配」首局處於下
風以 8：21 落敗；次局港隊一度力逼對
手，可惜經驗豐富的國家隊組合很快重掌

主動，以 21：15 再下一城，結果鄧俊文/
謝影雪以局數 0：2 敗陣屈居亞軍，不過
這面銀牌已創下香港羽毛球隊於亞運混雙
的最佳成績。
另外橋牌項目港隊亦傳來好消息，於男
子隊際賽及超級混合團體賽雙雙晉身決
賽，而在其後的混合團體賽決賽，港隊以
37.67：134 大比數不敵國家隊屈居亞軍；
至於男子隊際賽，港隊則以 52：107 負新
加坡隊摘得一面銀牌。
除上述 4 枚銀牌外，港隊將在今日的比
賽繼續收穫獎牌。其中在乒乓球項目，港
隊在昨日展開的女子團體賽先以 3：0 橫
掃越南，再以 3：1 挫印度躋身 4 強， 由
於比賽不設季軍戰，港乒提前鎖定一枚獎
牌。不過港乒男隊，雖在小組賽兩仗全勝
晉 8 強，但其後遭遇強勁對手──中國國
家隊，最終以0：3敗北無緣4強。

■奪橋牌超級混合團體賽銀牌的港隊
賽後開心大合照。
賽後開心大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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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浩楠參與《皇室戰爭》 先勝後負
亞運電競表演賽昨在印尼巨港進入第二
日 爭 奪 ， 香 港 代 表 何 浩 楠 （Aaron） 在
《皇室戰爭》首輪比賽中以3：2險勝老撾
後，次輪以1：3不敵印尼，後於負方賽事
以0：3負國家隊選手黃成輝，無緣爭牌。
而於前日進行的《傳說對決》中，港隊
首場直落2 局擊敗老撾，惟在第2 輪以0：
2 不敵越南而進入負方。他們其後再以

■棒球場上正上演中日大戰。

■中國隊奪
中國隊奪《
《傳說對
決》冠軍
冠軍。
。 中新社

2：0「橫掃」老撾，但在第 4 輪被中華台
北隊以 2：0 淘汰，總成績排第 4 名，冠軍
由中國國家隊奪得。
據中新社消息，國家隊首戰泰國，輕鬆
地以 2：0 勝出，並與去年國際邀請賽上
世界排名第一的中華台北隊會師，並再以
2：0 獲勝，隨後淘汰越南隊，與負方復活
的中華台北隊爭奪冠軍。冠軍爭霸戰，國
家隊以 2：0 再次擊敗對手，奪得亞運史
上首枚電子競技金牌。
電競首次以表演項目身份進入亞運會，
四年後的杭州亞運將成為正式比賽項目，
令這一年輕的體育運動受到更多關注。作
為電競選手，所付出的努力並不比任何體
■何浩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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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子體育聯會圖片
育項目的運動員要少。一名參賽選手在接
受中新社訪問時介紹：「平時我們訓練挺 點多才會回去休息。」
記》及《PES 2018》、《星海爭霸 II》以
刻苦的，狀態不好的時候也會有些加班，
今屆亞運，電競共設有 6 項比賽，包括 及《英雄聯盟》。
每天 8-9 點就會早起訓練，一直到晚上 12 《傳說對決》、《皇室戰爭》、《爐石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家女排一局不失晉八強 港隊出局

無 奈

上屆亞運銀牌得主、今屆港隊爭金大熱李嘉維
（右）昨在空手道自由組手 75 公斤以下級的比賽，受傷患
影響，以0：8不敵約旦對手，首圈出局。
奧委會圖片

中國國家女排在昨日結束的亞運會小組
賽收官戰以 3：0 輕取印度女排，以小組第
一晉級。不過香港隊則以 0：3 不敵日本，
4戰全負遭淘汰。
在雅加達進行的亞運女排賽，港隊先以
1：3 負印尼，再以兩個 0：3 被菲律賓與泰
國橫掃，昨日面對日本隊，以 4：25、7：
25、11：25不敵，提前結束亞運征程。
至於貴為里約奧運冠軍的國家女排，在
亞運小組賽鶴立雞群，以 5 個 3：0 輕取越
南、中華台北、韓國、哈薩克與印度，輕
鬆取得首名出線資格。
然而，主帥郎平對全隊的表現仍難言滿
意。在球隊於首局被印度隊追至 18：16

時，郎平當即申請了暫停。「一傳 15 個球
3 個到位，攔網讓人打一個有一個，你等
着人家送分呢？今兒就隨便打了？怎麼開
的準備會啊？」郎平面無表情地嚴厲訓
話。
「前兩局我們不在狀態，主要是自己動
員不夠。印度隊打得非常好，有值得我們
學習的地方。每個隊伍碰上中國女排都很
興奮，我們必須保持精力高度集中。」郎
平賽後在接受中新社訪問時說。
今日，中國女排休息 1 天，29 日晚在淘
汰賽迎戰菲律賓隊，如果一切順利，準決
賽將和老對手日本女排過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將羅可楓
港將羅可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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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賽中攔截日本隊
的強攻。
的強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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