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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支新生風帆隊前景打下強心針。

今屆亞運港隊分別派出鄭俊樑及陳
晞文出戰男女子 RS：X 項目，而

馬君正及何允輝則參加新增的 RS：
One 混合賽，24 歲的鄭俊樑面對國家
隊及韓國隊的好手畢錕及李泰煥一直
不落下風，到第 8 場賽事時已升上第
二，雖然最終未能追過畢錕仍屈居第
二，不過首戰亞運能夠獲得一面銀牌
已是相當滿意的成績。

何鈞傑 李皓晴乒球混雙摘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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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晞文則與奧運銀牌得主、國手
陳佩娜鬥得難分難解，爭取衛冕的她
更在第 8 場賽事進佔第一，可惜其後無
以為繼被陳佩娜連贏 6 場，不過陳晞文
大幅領先第三名的泰國選手下鎖定一
面銀牌，加上馬君正及何允輝在 RS：
One亦穩佔第二位，港隊提前一日鎖定

三銀，對這支以年輕選手為骨幹的隊
伍而言可說是圓滿結局。
以三面銀牌完成今屆亞運，香港隊
總教練陳敬然表示已經達標，大讚四
名運動員表現出色，為兩年後的奧運
打下強心針：「首度參與亞運已獲銀
牌，我相信可以激勵鄭俊樑更加努力
備戰東京奧運，而陳晞文
所面對的陳佩娜是奧運獎
牌得主，不過她一直未有
放棄奮戰到最後，而馬君
正及何允輝在新增的項目
表現出色，他們代表新
一代港隊參賽能力，我相
信他們在未來會更加成
功。」亞運滑浪風帆項目
將於明日(31 日)進行最後
一日賽事。

至於乒乓球混雙方面，何鈞傑/李皓
晴於四強以 0：4 不敵國家隊為港隊增
添一面銅牌；場地單車 30 歲大師兄高
肇蔚在男子個人追逐賽得「梗頸四」
無緣獎牌。另外，本港跳高「女神」
楊文蔚以 1 米 80、第 5 名的成績結束亞
運之旅。
■陳晞文不敵
國手陳佩娜屈
居亞軍。
居亞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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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音樂素養高 令人敬佩

未到印尼之前，記者對印尼的初步
印象就是一個東南亞島國，處於地震
帶，熱帶氣候，飲食以酸甜的口味為
主。來到印尼之後，才了解到印尼也
有分雨季和非雨季，晚上雅加達的天
氣比夏天的香港要涼爽得多，飲食更
是以辣食為主。令記者最為另眼相看
的是，印尼人原來對音樂充滿熱情，
音樂素養更是非常之高。
由於記者本人有玩樂隊，對音樂
談不上有深厚的了解，但有些微的
認識。首次對印尼音樂有所感覺，
是在亞運會的開幕式上，體育場內
正上演各種類型的文化表演。自從
看過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後，對於其
它運動會的開幕式已沒有什麼感
覺，不過印尼亞運會開幕式的音樂
成功引起記者注意。仔細傾聽，音
樂類型原來極之豐富，有印尼傳統
特色的世界音樂成功與流行音樂的
搖滾樂相融合，奏出磅礴大氣的音
樂，極為震撼。
第二次喜歡上印尼人的音樂，是
在朋加諾體育中心的文化商業街上
（下圖）。每天下午到晚上都會有
現場樂隊和 DJ 表演。若在附近，記
者總會百忙中抽十分鐘的時間前去
觀看表演。台上表演的樂隊功底扎
實，旋律動聽，節奏感豐富，讓人
不經意地便會跟隨節奏跳舞，記者
對印尼的音樂更是多了一份欣賞。
記得有一次在的士上，與印尼
「的哥」暢談歐美搖滾樂，令記者
十分驚訝的是，這名中年「的哥」
最喜歡的金屬樂隊居然是美國傳奇
金屬樂隊 Metallica，讓人震驚印尼
人音樂素養之高。通過這次印尼之
旅，記者對印尼人對待音樂的熱情
和態度由衷地敬佩。

不敵
■亞運柔道項目的比賽昨展
開各級別 16 強的較量
強的較量，
，港
將徐振聲（藍衫）在男
子 66 公斤級的比賽中遭遇
卡塔爾，
卡塔爾
，最終被淘汰無緣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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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和具有生機的電子體育生態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韻律泳隊為中國奪第100金

■ 中國隊奪
中國隊奪《
《 英雄聯盟
英雄聯盟》
》冠
軍。 亞洲電子體育聯會圖片
亞運會電競表演賽《英雄聯盟》項目的決賽，
昨在印尼巨港決出冠亞軍隊伍。中國國家隊以 3：
1 戰勝勁敵韓國，繼《傳說對決》後再奪金牌。中
華台北隊在4強賽不敵國家隊後，以3：1挫沙特阿
拉伯，獲得銅牌。
另外，AESF 亞洲電子體育聯會昨在亞運新聞中
心舉行新聞發佈會， 會上，主席霍啟剛透露，
AESF 正在與亞奧理事會（OCA）積極合作，希
望共同將電子體育升級為亞運會永久正式比賽項
目。他還提及明年的亞洲電子體育錦標賽（亞
洲盃），希望不斷創新和完善競賽體系，全面
提升和立體發展電子體育運動，創造一個健康

■李慧詩今向本屆
亞運個人第 2 金進
發。
法新社

亞運會韻律泳集
體自由自選比賽，
中國隊憑借在曾獲
世錦賽亞軍的經典
節目《鳳舞國粹》
的出色發揮，獲得
94.4333 的高分，並
以 總 成 績 186.9395
奪得金牌。這是中
國代表團在雅加達
亞運會獲得的第 100
枚金牌。香港隊則
名列第9位。
■ 香港韻律泳隊獲自由
韻律泳集體項目
自選比賽第9
自選比賽第
9 名。 美聯社
的比賽由技術自選
和自由自選構成。在世錦賽分別安排兩天舉行，一天
比一場，但本屆亞運會，兩場比賽安排在同一天，分
為上下午場，這對隊員們的體力是不小的考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慧詩今戰計時賽 壁球女隊鬥強敵
第 18 屆亞運會接近尾聲，但氣勢如
虹的香港健兒並沒就此鬆懈，而是繼續
努力爭金奪銀。其中已在場地單車凱林
賽衛冕的李慧詩今將出戰計時賽資格
賽，料可順利過關躋身 8 強。另外，在
壁球場，也將產生男女子隊際四強。
已在男子單打包攬冠亞軍的香港壁
球隊，在男女隊際賽表現持續強勢，小
組賽未逢敵手，其中女隊分別以 3：0
挫印尼隊、中國國家隊、泰國隊以及
3：1 勝伊朗隊，以不敗戰績位居小組
首位，今日與同樣於小組賽 4 戰全勝的
勁敵印度隊爭奪首名出線。
男隊方面，同樣立於不敗之地，早
前先後以不失一局的戰績 3：0 橫掃菲

律賓、日本與韓國隊，昨日面對另一支
3 戰全勝的球隊巴基斯坦，同樣未遇考
驗，個人賽冠亞軍歐鎮銘和李浩賢與葉
梓豐俱取勝，總場數贏 3：0。港男隊
今日無戰事，可全力備戰明日的準決
賽。
除上述兩項外，七人欖球與乒乓球
男女單打今會全面展開，已在女團、混
雙奪獎的港乒繼續被寄予厚望。近年進
步神速的香港男女七人欖球隊同樣有望
在首輪分組報捷。
此外，田徑場今日將誔生男子 4×
100 米接力金牌，馬術場將進行個人障
礙賽，港隊可望繼續創造驚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壁球隊
香港壁球隊（
（左）日前在女子
隊際賽勝國家隊。
隊際賽勝國家隊
。 奧委會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