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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東京奧運備戰形勢未樂觀

■ 陳 艾 森/
森/楊 昊
雅加達亞
在 男 子 雙 人 10
運會曲終人
米跳台無敵手。
米跳台無敵手
。
散，中國體育代
新華社
表團日前稱，雖然
本屆亞運會中國體育
代表團基本完成參賽任
務，整體表現較好，但從東
京奧運會備戰工作任務來
看，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中國體育代表團指出，嚴
峻的形勢主要體現在：年輕
運動員擔當重任尚需大賽磨
煉；項目規則和奧運會資格
體系的調整帶來了新的挑
戰；集體球類項目和基礎項
目與世界高水平還有差距；新 單 車 、 柔 道 、
增項目起步晚，基礎薄弱，人 摔跤等項目上也
才匱乏；國際對手在中國隊的 有較大的突破。
多個傳統優勢項目上進步較
中國體育代表團
快，已然形成衝擊態勢。
稱，本屆亞運會中日之
近 3 屆亞運會，中韓日牢牢 間 在 游 泳 、 田 徑 、 羽 毛
佔據亞運會金牌榜前 3，本屆 球、乒乓球、帆船、摔跤、
亞運會從目前情況看，有了一 柔道、空手道、三項鐵人、攀
定的變化：中國依然是金牌榜 岩等多個項目上進行了直接對
第 1；日本進步較快，已經超 抗，根據目前成績來看，日本
過韓國居於第 2 位；韓國暫列 在體操、帆船、摔跤、柔道、
第3位。
空手道、棒壘球、滑板、攀岩
中國體育代表團指出，從目 等項目上保持了較強的優勢，
前的成績看來，中日韓的金牌 在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田
依然集中在其傳統優勢項目 徑、劍擊等項目上進步較快，
上，其中日本在體操、乒乓 對中國隊形成了一定的威脅，
球、羽毛球、游泳、劍擊、馬 因此中國體育代表團東京奧運
術、高爾夫球、射箭、單車、 會備戰形勢依然嚴峻。
帆船等項目上進步較快，且在
中國體育代表團表示，未來
奧運會新增項目上保持了一定 兩年將進一步強化備戰組織領
的優勢；韓國在劍擊、射擊、 導體系，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備
戰，完善運動隊的保障
服務體系，加大「請進
來，走出去」工作力
度，優化複合型訓練團
隊，強化科技助力，提
高運動員的體能，根據
備戰東京奧運會時間節
點，爭取獲得較多的奧
■ 日本在男子 4 × 100 米接力大
運會資格。
勝，為國家隊響起警號
為國家隊響起警號。
。 中新社
■中新社

■14
14歲小將張家齊是跳
歲小將張家齊是跳
水隊新希望。
水隊新希望
。 新華社

■ 謝思埸在男子 3
米板輕勝。
米板輕勝
。 新華社

隨着楊健在男單 10 米台憑沉穩的發揮奪得金牌，中
國跳水夢之隊的雅加達亞運之旅終結。沒有任何意
外 ， 中 國 隊 席 捲 了 跳 水 項 目 全 部 10 枚 金 牌 ， 自 從
1974 年參加亞運會以來，80 枚金牌無一旁落。
10 個小項，
雅加達亞運會跳水項目共設置了
從包括 3 米台、10 米板在內的 8 大奧運項

目，到非奧項目 1 米板，經過雅加達賽場 5 個比
賽日的考驗，中國選手的領先優勢都非常明顯，
折射出目前在亞洲範圍內，很難有對手能夠挑戰
夢之隊的霸主地位。

雙人賽領先優勢大

黃金寶：樂見李慧詩超越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前「亞洲車神」黃金寶樂見師妹李
慧詩在亞運金牌數目上超越自己。
「阿寶」是以嘉賓出席香港單車總會
主辦、新鴻基地產（新地）贊助本月
成立的「新地單車學院」儀式。
「阿寶」認為李慧詩及單車隊在
亞運取得的成績，顯示基層和青訓
工作有多重要，場地單車「先導計
劃」目標是增加學生對場地單車的

雙人方面，張家齊/掌敏潔聯袂出戰的女雙 10
米台，超出了朝鮮名將金國香/金美萊 23.52 分
奪冠，在女雙 3 米板上實力超群的昌雅妮/施廷
懋組合也兵不血刃將金牌收入囊中。而無論是曹
緣/謝思埸的男雙 3 米板，還是陳艾森/楊昊的男
雙10米台，領先亞軍的優勢都達到60多分。
女單 10 米台恐怕是最有懸念的項目。朝鮮名
將金國香和馬來西亞選手張俊虹曾在喀山和布
達佩斯世錦賽擊敗過中國選手奪冠。然而有傷
在身的張俊虹最終未能前往，朝鮮小將金美萊
雖然在比賽中一度領先，但只是曇花一現。司
雅傑和張家齊最終包攬金銀，沒有給對手任何
可乘之機。

認識，透過單車訓練培育，增強學
生的鬥志及體育精神。計劃借此發
掘有潛質學生加入香港單車精英訓
練梯隊。而今次先導計劃會先由中
學開始。
昨午活動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醫生、中
國香港單車總會主席梁鴻德、新地
執行董事郭基煇及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主席劉靳麗娟擔任主禮嘉賓。

謝思埸擺脫傷患
搭檔雙人賽的謝思埸和曹緣在男單 3 米板中兵
戎相見，最終謝思埸技高一籌奪得金牌。曾經飽
受傷病折磨的他終於有機會完成自己的多年宿
願。奧運冠軍曹緣則感嘆，其實二人訓練水平都
很出色，自己只是在專注程度上不如隊友，導致
在賽場上拚不出來。
在日前的女單 3 米板和男單 10 米台上，只以
自己為對手的奧運冠軍施廷懋力壓中國隊另一位
老將王涵奪得冠軍，而曾經兩次站上奧運賽場、
在里約出現嚴重失誤的邱波，最終沒能站上最高
領獎台。儘管有兩跳都被評 10 分，「難度王」

■「新地單車學院 2018 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
」啟動禮獲政府
啟動禮獲政府、
、中學及各界支持
中學及各界支持，
，計劃口號為
計劃口號為「
「走
進校園、
進校園
、踏出潛能
踏出潛能」，
」，首學年預計有
首學年預計有200
200名學生接受專業場地單車訓練
名學生接受專業場地單車訓練。
。 單車總會圖片

C朗意甲繼續食白果
雖然祖雲達斯於本港時間周日凌
晨意甲比賽，作客以 2：1 擊敗帕爾
馬，然而今夏以 1 億歐元加盟的基斯
坦奴朗拿度（C 朗）依然未能取得首
個入球，情況令人擔心。
祖記是役憑文迪蘇傑及馬度迪各
建一功勝出，聯賽保持全勝。賽後
各界焦點仍然落在C朗身上，因這位
葡萄牙巨星今場 8 次埋門，卻未能取
得在意甲的首個入球；而根據數
據，C 朗在祖記踢了 3 場意甲，合共
多達 23 次攻門卻 1 球不入，是 5 大聯
賽中最會浪費機會的球員。賽後，

■C 朗（中）繼續食白果
繼續食白果。
。

教頭艾歷尼就為C朗辯護，指他只是
不夠運：「C 朗表現沒有問題，今場
沒有入球也只是不夠運。重要的
是，C 朗還可為隊友製造空間，而他
與隊友默契亦越來越好。」

皇馬主場入座率仍偏低
另一方面，皇家馬德里於 C 朗離
開後似乎也沒有遇上問題，在周六
比賽便憑加里夫巴利先開紀錄，加
上賓施馬梅開二度及沙治奧拉莫斯
的 12 碼，主場以 4：1 大破雷加利
斯。然而，可容納 81,044 名球迷的
班拿貝球場，是役卻
只有 59,255 名觀眾入
場，雖然已較首周聯
賽的 48,466 人為多，
但以皇馬的號召力，
入座率仍是令人擔
心，看來球迷明顯是
想向主席佩雷斯表
示，他們對球會今季
的引援政策並不滿
意。 ■香港文匯報
法新社
記者 楊浩然

費達拿晉級美網16強
曾 5 度封王的瑞士名將費達拿，在昨日美國
網球公開賽男單第 3輪，以6：4、6：1和7：5
擊敗澳洲的基域奧斯晉級 16 強。費達拿賽後
表示：「我非常高興能贏波，並很享受與基域
奧斯對戰，他能讓你緊張不安，就對手而言那
也是挺有趣的。」
■中央社

■港超聯昨日上演東方龍獅對 R&F 富力的
大戰，結果一度落後的東方於新加盟首場
即有入球的艾華頓（左）協助下，以 3：2
反勝對手旗開得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陳艾森信心未恢復
陳艾森在與楊昊攜手後，曾在布達佩斯世錦
賽以 498.48 分奪冠，亞運會上雖然以 466.47 分
摘金，但表現難言滿意。陳艾森一年來狀態並不
出色，剛剛恢復到 5、6 成，也未能參加個人
賽：「我們不能看領先了別人多少分，更重要的
是發揮出自己的水平。其實我沒有什麼傷病問
題，狀態也調整過來了，還是自信的問題。」
特別在女單十米台，中國隊還面臨成長的煩
惱。由於任茜、司雅傑隨着年齡增長體重增加，
中國隊面臨的衝擊越來越大。張家齊、司雅傑和
任茜究竟誰能出戰亞運，一度讓教練組難以選
擇。最終 14 歲小丫張家齊脫穎而出，司雅傑在
和任茜的門票大戰中獲得青睞。未來兩年，隊內
競爭或將愈發激烈。
謝思埸則在雅加達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逆
轉大戰，戰勝曹緣獲得男單 3 米板冠軍。品嚐過
世錦賽男雙 3 米板鎩羽而歸的苦澀後，東京賽場
中國隊無論單人還是雙人，都將面臨歐洲選手更
嚴酷的競爭：「我在姿態和難度上都會繼續調
整。東京奧運周期雙人要繼續打磨，單人難度要
有更大提高，但我們中國跳水隊不存在拿不到金
牌就是失敗的壓力。」謝思埸說。
■中新社

車仔保持全勝
獲加助曼城保三分

■柏度
柏度（
（左三
左三）
）與隊友慶祝
與隊友慶祝。
。

反敗為勝

在穩定性上略遜隊友楊健，摘走一枚銀牌。此外
在男女單人一米板上，中國選手彭劍烽、王涵也
輕鬆奪得冠軍。
從強如賽季難求一敗的新秀掌敏潔/張家齊，
到數年如一日穩定到令對手絕望的一姐施廷懋，
展望兩年後的東京奧運會，來自歐美強手的虎視
眈眈也讓隊伍時刻保持警醒。男雙 3 米板賽後曹
緣就直言，自己再不能立足於保金牌，反而應該
以拚的心態角逐。施廷懋更在雙人比賽後表示：
「沒跳出訓練水平，回去後要認真總結。」

路透社

英超於當地時間周六上演多場比賽，其
中 3 支強隊曼城、車路士及利物浦皆取得勝
利，可以輕鬆心態迎接本周國際賽期。
上輪作客意外被狼隊迫和的曼城，在周
六英超尾場主場迎戰紐卡素，惟球隊贏得卻
一點也不輕鬆，半場各一言和下，要靠基爾
獲加 52 分鐘的世界波才能險勝 2：1 全取 3
分。領隊哥迪奧拿賽後就認為，只有贏波才
是最重要：「面對一支把穩守突擊發揮得如

此淋漓盡致的球隊，賽前我們已預計不會輕
鬆，但總結而言我們創造到足夠的機會，也
控制着戰局，只要穩定贏波就可以了。」
較早時間出場的車路士，則憑柏度及夏
薩特的入球以兩球淨勝般尼茅夫，開季依然
保持全勝。今夏才來投的領隊沙利，目前已
成為「車迷」寵兒，但這位意大利教頭卻依
然未敢樂觀：「現在只踢了 4 場比賽，但上
季我們落後曼城 30 分過終點，很難於一季
內追回這個距離，說實在，我也不知球隊今
季有沒有機會贏得一些錦標。」
至於在早場出擊的利物浦，則作客 2：1
擊敗李斯特城，同樣 4 戰全勝。然而，賽後
焦點均落在門將艾利臣比加身上，因這位巴
西國腳又在自己禁區玩波，但這次卻被對手
伊恩拿祖偷去皮球，最終導致失波。曾大讚
比加技術高超的領隊高普賽後就勸喻比加要
小心一點：「其實從上周起我已預計他總有
一天會出事，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失分，
相信他受過教訓後，下次不會再有同樣錯
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