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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隨着於凱琳賽強
勢衛冕成功，個人亞運金牌累積至 4 面的李慧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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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
李慧詩（
（右下
右下）
）壓線成功贏得金
牌。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次為香港體壇創造歷史，超越前輩黃金寶及傅家
俊成為港隊亞運「金牌王」，當眾人將她的勝利
視之為習慣，經歷過里約奧運失利的李慧詩內心
卻有着不足為外人道的掙扎，雖然一度萌生退役
念頭，但她最終選擇繼續為港爭光，走出迷茫的「女車神」在今屆亞
運展示出強大的自信，向着兩年後的東京奧運邁出重要的一步。

成功衛冕凱琳賽

李慧詩膺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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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金牌王

奧運備戰是地獄，尤其是對承載港隊獎牌希望的單車隊
而言，要以奧運獎牌為目標，付出的努力可說是燃燒

生命，兩年前李慧詩帶着生涯最好的狀態出戰里約奧運，
但一場撞車意外令所有努力都付諸流水，即使是以頑強鬥
志見稱的李慧詩亦難免被動搖，里約奧運後她一直在沉澱
自己，甚至不諱言考慮退役，不過無論奧運曾為她帶來多
少痛苦與挫敗，李慧詩最終還是無法抗拒奧運的魅力：
「奧運的備戰十分辛苦，但當你挨過一切來到奧運，又會
被這個戰場所吸引。」李慧詩好勝、鬥心強，她要的不單
是參加奧運，而是為奧運獎牌而戰，雖然已年屆 31 歲，但
李慧詩的初心從未變改，以她的往績當然不需要再證明什
麼，不過今屆亞運卻是李慧詩在奧運前的一場重要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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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雅加達已生活了兩周的時
間，也對這個印尼首都有初步的了
解。記者覺得印尼人都是充滿善良
和愛的民族，亞運會讓世人看到印
尼好的一面，不過始終印尼是發展
中國家，有不少的城市問題需要時
間去改善。
第一天到達雅加達，便粗略地看
了一眼這個城市。市中心是新城
區，到處都是摩天大廈，豪華的酒
店和大型購物中心，感覺就是一個
現代化的東南亞大都市，這是印尼
經濟正在蓬勃發展最好的證明。不
過早前記者在手記曾談過雅加達的
空氣污染和道路擠塞的問題，這是
雅加達需要去改善的地方。記者這
些天亦發現，雅加達的環衛工作仍
需重點治理，大馬路上垃圾清理得
較為乾淨，但走入小街小巷，還是
有些骯髒，有些地方更會充斥着排
水渠的臭味，雅加達政府仍需注意
這些衛生問題，因東南亞國家處於
熱帶，容易滋生細菌，這方面需更
為關注。
另外，雅加達雖然是大城市，但
感覺城市便利度仍未達標。記者住
的酒店附近居然一間便利店都沒
有，加上餐廳通常在晚上 10 點多
便會關門，工作完後想吃個宵夜都
沒有選擇，對於記者來說是頗為困
擾的。不過，記者在印尼遇到的人
絕大多數都非常親切，這令記者在
本次亞運會的採訪中不斷感受到真
摯的笑容和愛，記者相信，未來再
來到印尼，這個國家和城市一定會
發展得更好。

對於愛徒衛冕成功，總教練沈金康亦不讚李慧詩表現出
色：「凱琳賽有很多變數，要拿金牌很不容易，何況今屆
決賽由三個隊平均地佔去六個決賽名額，隊伍合作令比賽
更多變化，不過李慧詩很冷靜，處理得十分成熟。」

另一方面，張敬樂、梁嘉儒、梁峻榮及繆正賢組成的男
子隊，亦於昨日的男子團體追逐賽殺入決賽，可惜最終做
出4分10.368秒成績下，仍是不敵國家隊，但已足夠繼8年
前廣州亞運後，再一次贏得銀牌。至於女子團體追逐賽方
面，由刁小娟、梁寶儀、梁穎儀、楊倩玉組成的港隊於銅
牌戰落敗，未能取得獎牌。

超越黃金寶傅家俊

雅 加 達 明 天 會 更 好

即使休息了一段不短時間，李慧詩還是那個我們熟識的
「牛下女車神」，4 年前在仁川亞運奪下兩金，今屆亞運
李慧詩展示出更多的自信和淡定，前日先助港隊在團體爭
先賽摘銀，昨日在強項凱琳賽更是輕鬆奪金，初賽及複賽
均以首名晉級，決賽面對中國鍾天使、林俊紅以及韓國李
慧津等奧運級選手，李慧詩在最後一圈在外檔發揮凌厲的
後勁爆贏一眾強敵，以衛冕的身份拿下港隊今屆亞運第 4
金，亦是她個人於亞運第 4 面金牌，超越黃金寶及傅家俊
成為港隊亞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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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賀李慧詩
取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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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祝賀香港單車運動員
李慧詩昨日（8 月 28 日）在印尼雅加達及巨港
舉行的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亞運會）中，取
得女子場地凱琳賽金牌。
劉江華說：「李慧詩盡展大將風範，衛冕成
功勇奪金牌，再次為港爭光，令人欣喜。我祝
願她在餘下的賽事續創佳績。」
香港代表隊至今已在今屆亞運會取得 4 金 12
銀16銅共32面獎牌。

「跳高女神」
楊文蔚強勢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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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跳高女神」楊文
蔚今日登場！印尼亞運今日繼續好戲連場，先有香
港女子跳高紀錄保持者楊文蔚首度出戰亞運，另外
乒乓球混雙項目亦於今日展開，黃鎮廷/杜凱琹及何
鈞傑/李皓晴將出戰32強賽爭取晉級。
港隊今日賽程焦點落在楊文蔚身上，首度參加亞
運的她將於亞運田徑賽場出戰跳高項目。楊文蔚坦
言，首次參賽不會將目標訂得太高，會以刷新個人
最佳紀錄為目標：「教練表示我的訓練狀態不俗，
不過我認為自己仍然有很多不足，要爭取獎牌是有
點困難，會以造出個人最佳紀錄為目標。」曾於亞
洲田徑大獎賽跳出 1 米 88 的楊文蔚表示亞運對手實
力強勁，國家隊及烏茲別克選手均有力跳出 1 米 9，
認為今次是汲取經驗的好機會。
至於乒乓球方面混雙項目是港隊今屆亞運爭獎的重

孫興民誓領韓國挫越南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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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男團追逐賽奪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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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全力替韓國亞運男足爭取金
牌，並借此免除兵役的孫興民，今
日將會帶領球隊於準決賽出戰越
南，可以預期這位熱刺前鋒將施展
渾身解數，祈求達成目標。（有線
602 及 662 台 周 三 4： 55p.m. 直
播）
韓國於周一的 8 強戰鬥到加時才
以 4：3 險勝烏茲別克，孫興民賽後
也承認感到有點疲憊，但在年輕隊
友面前不能表現出來。此外，孫興
民也被發現在加時期間，曾指責因

疲倦而倒地休息的球員，該名熱刺
前鋒就解釋，自己只是提醒隊友：
「這沒有問題，只是球員與球員間
的提點，他們沒有不滿，我們將會
團結爭取殺入決賽。」
然而，韓國要過越南一關亦不
易；後者分組賽曾勇挫日本，淘汰
賽亦擊敗過敘利亞等對手，絕對難
以應付。另一方面，日本則會於同
日對戰阿聯酋爭逐決賽權。（有線
602 及 662 台 周 三 8： 25p.m. 直
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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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鈴（
（右）將領
軍出戰女子壁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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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戰場之一，黃鎮廷/杜凱琹組合被寄予厚望有力殺入
三甲，而何鈞傑/李皓晴近期狀態亦十分不俗，相信
32強賽可以輕鬆過關。另外壁球今日則會上演女子團
體賽，由歐詠芝及陳浩鈴領軍的港隊將迎戰泰國。

香港組合潘
芷蕎（左）與
川副遙，昨日
出戰韻律泳雙
人技術自選決
賽，結果最終
拿到 67.7000
分，獲得第
10名。
奧委會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