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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亞運會田徑項目的所有比賽日前落幕。中國軍團以12金

12銀9銅的成績位居田徑獎牌榜榜首，擁有眾多歸化運動員的巴林

隊則在徑賽項目上大放異彩，狂取12金6銀7銅位居次席，印度隊

7金10銀2銅位居第3，日本隊則以6金2銀10銅獲得第4。

時間 項目 名稱
08:30 三項鐵人 女子

10:00 皮划艇-靜水 女子單人皮艇200米

10:00 皮划艇-靜水 男子雙人划艇200米

10:00 皮划艇-靜水 男子單人皮艇200米

10:00 皮划艇-靜水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

10:00 皮划艇-靜水 女子雙人皮艇500米

10:00 皮划艇-靜水 女子單人划艇200米

15:00 拳擊 男子49公斤級

15:00 拳擊 男子52公斤級

15:00 拳擊 男子56公斤級

15:00 拳擊 男子60公斤級

15:00 拳擊 男子64公斤級

15:00 拳擊 男子69公斤級

15:00 拳擊 男子75公斤級

15:00 拳擊 女子51公斤級

15:00 拳擊 女子57公斤級

15:00 拳擊 女子60公斤級

15:00 壁球 女子團體

15:00 軟式網球 男子團體

15:00 軟式網球 女子團體

16:00 藤球 女子雙人

註：奇妙電視、有線601及661台17：00起直播乒乓球、排球及欖球賽事。

時間 項目 名稱
17:00 籃球 女子5x5

17:00 棒球 男子

17:00 柔道 混合團體

17:00 藤球 男子雙人

17:00 桑搏 男子90公斤級

17:00 桑搏 女子68公斤級

17:00 乒乓球 女子單打

17:30 壁球 男子團體

17:30 排球 女子

18:00 現代五項 男子個人

18:00 排球 男子

18:20 水球 男子

18:36 欖球 女子

18:58 欖球 男子

19:30 籃球 男子5x5

19:30 足球 男子

20:00 跳水 女子單人3米跳板

20:00 排球 男子

21:00 曲棍球 男子

22:00 跳水 男子單人10米跳台

本屆亞運會中國田徑軍團在
男子跳遠、110米欄和女子

鏈球、鉛球、標槍、撐桿跳以及
男女20公里競走等多個項目上
成功實現衛冕，彰顯出在亞洲
範圍內的強大實力。比如李
玲以打破賽會紀錄的4米60
奪得女子撐桿跳冠軍，中
國隊就此實現亞運6連
冠；男子110米欄謝文
駿沒有讓人失望，以13
秒34的賽季最佳成績
奪冠，中國隊實現亞
運9連冠；王嘉男跳
遠決賽時第一跳就
跳出8米24，打破

亞運會紀錄並最終奪冠。

謝文駿還有提升空間
放眼世界賽場，一些項目的競

爭力相對有限。謝文駿職業生涯
還未進入世錦賽、奧運會決賽。
他奪冠後表示，今年年初進行了
「8改7」技術改造，如果能再精
化一些，速度和力量再上去一
點，自己還有提升空間。中國男
子競步的整體實力依然相對偏
弱。里約奧運會王鎮以1小時19
分14秒獲得金牌，去年世錦賽在
王鎮缺席的情況下，曾創造1小
時17分54秒賽季世界最好成績
的王凱華最終僅以1小時19分30
秒獲得第7。本次亞運會王凱華
以1小時22分04秒奪冠，他坦言
自己還有很多需要提升。男子50
公里競步日本隊更是已經遠遠領
先於中國。27歲的日本選手勝木
隼人以4小時03分30奪冠，成功
實現衛冕，中國選手王欽以3分
18秒之差獲得亞軍。

女子競步具一流水平
相比之下，中國女子競步已具

備世界一流水平。女子20公里競
步中，22歲小將楊家玉以1小時
29分15秒的成績奪冠。去年的
倫敦世錦賽和天津全運會，她奪

冠成績分別是1小時26分19秒和
1小時28分29秒。如今以刷新賽
會紀錄的方式獲得亞運冠軍，體
現出這名小將的強大實力。
女子投擲是中國隊的優勢項

目，中國隊在4個項目上不僅包
攬了亞運會冠、亞軍，更是展現
出世界級競技水平。比如鞏立姣
以19米66成功衛冕女子鉛球冠
軍，決賽中每一次有效投擲都高
於上屆亞運奪冠時的19米06，
中國隊更是就此實現驚人的11連
冠；女子鏈球、標槍和鐵餅上，
中國選手均優勢明顯。

蘇炳添首次揚威大賽
中國田徑軍團亦有不少突破。

王宇以2米30的成績奪冠，這是
時隔28年中國再奪男子跳高冠
軍；王春雨以2分01秒80的賽季
最好成績獲得女子800米金牌，
這是中國隊時隔24年後重登該項
目亞運冠軍領獎台。最受關注的
突破或許當是蘇炳添在100米中
以9秒92的成績奪冠，這一打破
賽會紀錄的成績幫助他收穫個人
首枚綜合大賽百米金牌，也使他
成為第2個獲得亞運會百米冠軍
的中國男飛人。這距離他今年跑
出的9秒91亞洲紀錄僅有0.01秒
之差。 ■中新社

本屆歐聯分組賽抽籤：
A組：馬德里體育會、多蒙特、摩納哥、布魯日

B組：巴塞隆拿、熱刺、燕豪芬、國際米蘭

C組：巴黎聖日耳門、拿玻里、利物浦、貝爾格萊德紅星

D組：莫斯科火車頭、波圖、史浩克04、加拉塔沙雷

E組：拜仁慕尼黑、賓菲加、阿積士、AEK雅典

F組：曼城、薩克達、里昂、賀芬咸

G組：皇家馬德里、羅馬、莫斯科中央陸軍、柏辛域陀利亞

H組：祖雲達斯、曼聯、華倫西亞、年青人

在剛揭曉的歐聯上賽季最佳球員評選中，莫迪
歷力壓前皇馬隊友C朗和利物浦的沙拿當選。
在2017至2018球季，莫迪歷幫助皇馬實現
了歐聯3連冠，這也是皇馬在最近5季拿下的第
4座歐聯獎盃。隨後，他還率領克羅地亞隊獲
得了俄羅斯世界盃亞軍。
歐聯的這個獎項是由歐聯參賽隊的教練和應
邀參加評選的歐洲足球記者投票選出，參加評選
的是在歐洲球會踢球的運動員。莫迪歷說：「這
對我而言是個美妙的時刻。能夠贏得這項榮譽，
我感到非常興奮和驕傲。」上季結束後從皇馬轉

會祖雲達斯的C朗沒有參加在歐聯抽籤儀式上舉
行的頒獎典禮。祖雲達斯首席執行官馬洛達表
示，不參加頒獎儀式是C朗的私人決定，應該被
尊重。
皇馬成為歐聯球員獎項的最大贏家，拿華

斯、拉莫斯、莫迪歷和C朗分別被評為門將、
後衛、中場和前鋒位置上的最佳。有意思的
是，在領獎之後回自己座位的時候，拉莫斯拍
了拍座位在自己身前的沙拿的左肩。在上賽季
歐聯決賽中，沙拿正是在被拉莫斯撞倒後左肩
受傷、灑淚離場。 ■新華社

新季歐聯 32 強
分組賽於本港時
間周五凌晨完成
抽籤，初步看來8
個分組的強隊分
佈尚算平均，而

焦點則落在H組身上，因基斯坦奴朗
拿度（C朗）効力的祖雲達斯將遇上
曼聯，換句話說C朗將會出訪成名地
奧脫福球場作倒戈。
根據抽籤，H組除了祖雲達斯及曼
聯，還有西甲的華倫西亞與瑞士代表年
青人，初步看來只有「華倫」有力與兩
大班霸一拚。雖然成為媒體焦點，惟C
朗並沒有於網上媒體發表對重返奧脫福
的看法，相反另一位曾分別効力兩支球
隊的法國左閘艾拉，則於網上表示對抽

籤感到懊惱，因不知道應支持哪一隊。
另一方面，期望今季大展鴻圖的利

物浦則被分配到C組，同組最強對手是
巴黎聖日耳門，而意甲的拿玻里及塞爾
維亞班霸貝爾格萊德紅星，則會擔當攔
路虎重任。「紅軍」領隊高普就表示，
對抽籤結果不算滿意：「老實說，我不
是太想抽到這一組；雖然我抽籤前已深
知不易應付，但現在看到分組對手，仍
是感覺有點難以滿意。」
其餘分組方面，衛冕的皇馬同組只

有羅馬級數較高，預計可穩陣晉級。相
反其死敵巴塞隆拿同組有熱刺及國際米
蘭，相對下比較難以應付。至於另一西
甲代表馬德里體育會，同組較強對手亦
有多蒙特及摩納哥，同樣要小心應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星期六晚英超
有三大強隊出
擊，其中利物浦
作客李斯特城預

計可再下一城，取得聯賽4連勝安心迎
接之後國際賽期。（now621台周六7：
30p.m.直播）
今夏豪花約1.7億英鎊增兵的利物

浦，開季演出十分出色，至
今面對韋斯咸、水晶宮及白
禮頓全勝，更做出攻入7球
而未有失球的良好數據。事
實上，今夏由羅馬來投，一
度成為史上最高身價門將的
艾利臣比加，看來迅速適應
了英超節奏，上場鬥白禮頓
便作出「神救」替新東家盡
保3分，初步看來，利物浦
就連上季最大的門將問題亦
已解決，今晚出訪連曼聯也
打不過的李斯特城有力繼續

保持全勝。
開季同樣全勝的車路士，今晚則會

主場迎戰般尼茅夫。前者季初予人耳
目一新感覺，控傳能力明顯有大幅進
步，是役返到史丹福橋球場對戰上輪
主場僅和愛華頓的般尼茅夫，同樣有
力完成4連捷。（now621台周六10：
00p.m.直播）

最後尾場則有上輪作客
僅和狼隊的曼城登場。
「藍月亮」剛戰失分但表
現其實沒問題，只是欠運
出現射門中柱等狀況。相
反地，紐卡素領隊賓尼迪
斯繼續與班主出現不咬
弦，除聯賽未開勝門，就
連過去周中英聯盃也大敗
予諾定咸森林，要反底有
難度。（now621 台周日
00：30a.m.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 國 田 徑 12 金 收 官

位居田徑獎牌位居田徑獎牌榜榜

歐聯分組抽籤 C朗倒戈鬥曼聯 利物浦全勝「李」所當然

短訊

禾絲妮雅琪美網爆冷出局
美國網球公開賽昨日上演第2圈比

賽，其中俄羅斯的舒拉寶娃以直落兩盤
淘汰羅馬尼亞的絲迪亞；惟2號種子
「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卻以直落兩盤
不敵烏克蘭的謝倫高爆冷出局。男單方
面，費達拿及祖高域皆順利晉身第3圈
賽事。 ■綜合外電

傑志港超揭幕戰勇挫理文
新一季香港超級聯賽昨晚於將軍澳

運動場揭開序幕，其中主場的理文有新
援干沙利斯及雲貝基壓陣，而力爭3連
霸的傑志亦有前利物浦中場施素高及原
有主力費蘭度領軍，結果傑志於這場揭
幕戰以2：0擊敗理文，順利旗開得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莫迪歷膺歐聯最佳球員

■莫迪歷榮膺歐聯最佳球員。 路透社

■■利物浦翼鋒沙拿利物浦翼鋒沙拿

榜首榜首

相隔16年後再次殺入亞運女足
決賽的中國女足，於昨日的金牌戰
中失利，球隊戰至補時階段才被日
本的菅澤優衣香絕殺輸0：1，只能
獲得一面銀牌。
中國女足於今場決賽表現其實十

分出色，一眾主力如王珊珊、李影
及古雅沙皆有搶鏡演出，故雖然日
本的控球率較高，惟國家隊卻有更
多具威脅機會，只是埋門不是太操
之過急，便是過不了日本門將山下
杏也加的十指關。眼看比賽要進入
加時之際，日本隊卻於完場前把握
一次機會，由菅澤優衣香接應隊友
右路傳中頂入，替日本贏得今屆女

足金牌。
女足金牌誕生後，亞運男足決賽
則會於今日舉行，由韓國對戰日
本。大眾焦點自然是孫興民能否藉
奪得金牌以免卻兵役，而韓國上下
似乎就信心十足，後衛金玟哉更戲
言如果贏不到日本，回國時就從飛
機跳下去，且看他是否要找數。
（有線602及662台7：30p.m.直
播）

中國女排殺入決賽
另一方面，備受球迷愛戴的中國

女排亦於昨晚準決賽登場，對手同
樣是日本，結果中國女排在朱婷、

閆妮及袁心玥等有出色表現下，以
直落3盤25：22、25：10及25：20
輕取對手，將於今晚與泰國爭逐金
牌。後者於昨日另一場準決賽，以
盤數3：1擊敗韓國過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足不敵日本失金

■■蘇炳添奪蘇炳添奪
得男子百米得男子百米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鞏立姣鞏立姣
在女子鉛在女子鉛
球奪冠球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今日決賽項目今日決賽項目

■■謝文駿贏謝文駿贏
出出110110米欄米欄
比賽比賽。。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排殺入決賽。 新華社

■■菅澤優衣香菅澤優衣香（（左左））在比在比
賽中慶祝入球賽中慶祝入球。。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隊球員王珊中國隊球員王珊
珊珊（（左左））在日本隊在日本隊
門前拚搶門前拚搶。。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