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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陪練到擔大旗 從公路踩到場地

梁峻榮全能添銀 今衝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單車隊從來不
缺出色的男車手，黃金寶、郭灝廷及張敬樂等均
已先後在世界車壇留名，追隨着前輩們的腳
步，由公路賽踩至場地賽，24 歲的梁峻榮以出色
表現證明自己已成功接班，繼上屆亞運公路賽奪銅
以及早前男子團體追逐賽摘銀牌後，昨日於男子全能
賽再添一面銀牌，而今日梁峻榮將會再度出擊參加麥迪遜賽，目標直指頒
獎台最高一級。

以陪練員為起步，時至今日梁峻榮已是
單車隊不可或缺的一員，出道以來獲
獎無數，世青冠軍以及全運金牌等等頭銜令
他被寄予厚望，不過外界的期望未有壓垮這
名年僅 24 歲的車手，今屆亞運先以一面闊
別 8 年的男子追逐賽銀牌為開端，昨日在
男子全能賽亦與衛冕的日本車手橋本
英也鬥得難分難解。

今戰個人強項麥迪遜賽
四年前於仁川亞運為港隊
取得當屆唯一
的男子
公

路亞運獎牌，今屆轉戰場地賽一樣有大將之
風。男子全能賽需要鬥四個項目，當中淘汰
賽及記分賽均需要踩上超過 40 公里，而四
個項目更要在一日之內全部完成，極度考驗
運動員的耐力和鬥志。
梁峻榮在首項的 10 公里捕捉賽名列第 7
獲得 28 分，而第二項配速賽更是一舉取得
27 分升上榜首，可惜其後的淘汰賽梁峻榮
列第 5，被上屆金牌得主、日本名將橋本英
也超前；到最後一個項目記分賽，橋本英也
先發制人連續兩個衝刺圈均成功得分，相反
沒有進賬的梁峻榮一度跌至第三，不過「肥
榮」適時發力連取 10 分再度進佔榜首，可
惜他未能將優勢保持到最後，最終總分落後
橋本英也 5 分下得到第二名，奪得今屆亞運
個人第二面銀牌。

■李慧詩在爭先賽初賽的 200 米計時賽大熱
入八強。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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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初賽刷新亞運紀錄

■梁峻榮（右）與橋本英也惺惺相惜。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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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峻榮手持銀牌未滿足
梁峻榮手持銀牌未滿足。
。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港壁球隊穩奪兩牌
男欖晉八強
■何鈞傑以
何鈞傑以4
4：2 勝越南球手稍遇阻力
勝越南球手稍遇阻力。
。奧委會圖片

國乒攬混雙冠亞 港隊男女單齊捷

■歐詠芝
歐詠芝（
（右）為港隊打頭陣
為港隊打頭陣。
。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印尼亞
運，香港壁球隊又傳來好消息：男女隊雙
雙晉身四強至少獲得兩面銅牌；而上兩屆
亞運均屈居亞軍的香港男子欖球隊亦有好
開始，小組賽首兩戰均大戰而回確保 8 強
席位；「女欖」方面，首日則取得1勝1負
的成績，今日對韓國力爭較佳名次出線。
於亞運壁球男單賽事包辦金銀牌的港
隊，在團體賽一樣勢如破竹，小組賽面對
菲律賓、日本、韓國、巴基斯坦及尼泊
爾，均以直落三盤取勝，與女團一起殺入
準決賽肯定有獎牌進賬，而女團方面港隊
於出線關鍵戰以 2：1 擊敗印度，成功避過
勁敵馬來西亞，四強面對日本，晉身決賽

的機會甚大。
至於昨日展開的亞運欖球賽，貴為兩屆
銀牌得主的港隊在首個比賽日未遇考驗，
首戰對巴基斯坦憑藉姚錦成的三次達陣以
64：5 大勝對手，次仗港隊再以 42：17
輕取中國國家隊鎖定8強席位。
香港女子欖球隊在小組賽首仗以 26：7
擊敗新加坡，但第二場面對中國國家隊則
以 7：32 落敗，由於今屆亞運女子欖球只
有 8 支參賽隊伍，意味着所有隊伍均可晉
身 8 強，雖然篤定出線不過港隊今日仍希
望擊敗韓國取得小組第二勝，以爭取較佳
名次晉級，避免與日本及哈薩克等強敵提
早交鋒，增加殺入三甲的機會。

■香港女欖
（下）以 7：
32 不 敵 國 家
隊。 中新社

亞運乒乓球項目昨產生首個單項
金牌，兩對國家隊組合在決賽同室
操戈下，最終「00 後」王楚欽/孫穎
莎以 4：2 勝「95 後」林高遠/王曼昱
奪冠；港隊組合何鈞傑/李晧晴獲季
軍。
4 年前的仁川亞運會，混雙不僅成
為國乒大包攬中的唯一「缺口」，
而且無緣四強，創造歷屆亞運最差
戰績，如今國球憑藉新生代的驚
表現，包攬冠亞軍。
另外，男女子單打的賽事昨全面
展開，港隊派出（男單）黃鎮廷、

何鈞傑、（女單）杜凱琹與李皓晴
出戰，他們均無需參與 64 強外圍賽
而直接進入 32 強賽。結果，4 港將除
何鈞傑以 4：2 勝越南球手 DUC TUAN NGUYEN 稍遇阻力外，其餘 3
人齊齊輕鬆獲勝，晉級16強。
國乒方面，則有（男單）樊振
東、林高遠、（女單）陳夢和王曼
昱出戰，4 名國手同樣未遇考驗，談
笑用兵以4：0淘汰對手輕鬆晉級。
比賽今日繼續，並會產生男女子
單打最後8強人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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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女將忍痛奪七項全能金牌

距離印尼亞運會的閉幕式還剩
兩天，在接近尾聲的時候，記者
採訪經過雅加達最為著名的景點
獨立廣場。
獨立廣場位於雅加達市中心，
交通非常方便。到達獨立廣場，
瞬間便會看到整個雅加達標誌性
的建築物，高達132米的民族獨立
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是雅加達的
象徵，外牆全為白色，在一片空
地中威嚴矗立，極為壯觀。獨立
廣場外，全是密密麻麻的摩天大
廈，還有不少政府的工作部門和
重要建築物皆設立在廣場周邊，
可謂雅加達的心臟地帶。
從入園門口走到紀念碑下需要
走一條長長的直路，需時約十多
分鐘。雖然雅加達空氣質量較
差，但獨立廣場卻是到處種滿植
被，四周街道非常寬闊整齊，花
草樹木皆環繞在路旁，點綴其
間，綠意盎然，走在園內感覺非
常清新和舒服。
走到廣場的正中，宏偉巨大的
紀念碑聳立在眼前。若不是親臨
其下，是不會感受到這種壯觀的
感覺。紀念碑下設有國家博物館
供遊客參觀，而樓頂則設有一座
觀景台，遊客可上觀景台一覽雅
加達遼闊的天際線。
雖然印尼是熱門旅遊國家，但
通常遊客會首選遊覽風景如畫的
海島峇里島，其實作為首都的雅
加達不僅有現代化建築物，亦有
很多重要的歷史文物供遊客花上
時間去參觀。

今屆亞運身兼三個項目的梁峻榮今日將
繼續登場出戰男子麥迪遜賽，這個項目亦
被視為他最有希望奪金的賽事。
而手握 1 金 1 銀的李慧詩在爭先賽繼續強
勢，初賽的 200 米計時賽已經造出 10 秒 583
刷新亞運紀錄，以首名晉身 16 強後再輕鬆
擊敗印度車手，與另一名港隊車手李海 ■梁峻榮衝線後向觀
眾揮手致謝。
。
恩雙雙晉級，8強將分別面對日本及韓 眾揮手致謝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國選手。（奇妙 77 台、有線 601 及
張銳 攝
661台今午2時55分起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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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腳各
多長一根
腳趾，無
阻芭曼奪
冠。
美聯社
雙腳各多長一根腳趾，一步
一步承受痛苦，但都無法阻擋
印度女將芭曼奔向雅加達-巨港
亞運女子七項全能金牌。
21 歲的芭曼來自印度東部雅
北古利鎮的貧窮家庭，雙腳總
共 12 根腳趾，但從沒想過要開
刀切除多餘的腳趾。她說，一
邊比賽還要一邊克服不合腳鞋
子帶來的痛苦，每一步都很不
舒服。

她前晚奪金之後表示：「一
般鞋子不合我的腳。無論我是
穿運動鞋、釘鞋或是任何鞋子
都很痛。我希望他們可以為我
特製鞋子，因為真的很痛。」
這次雅加達亞運女子七項全
能，芭曼在專長項目跳高領先
群雌，鉛球、標槍也有好表
現，拿下個人生涯新高的 6026
分，不過她在以跑步為主的徑
賽項目成績不佳。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