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
蓉 福州報道）世界羽聯750
賽事─中國公開賽昨在福州海
峽奧體中心揭幕。在男單第一
輪比賽中，里約奧運會冠軍諶
龍在先丟一局的不利情況下上
演大逆轉，最終以17:21、21:
12、23:21戰勝泰國選手坎塔
蓬，全程用時107分鐘，拒絕
今年第5次一輪遊的上演。而

中國大滿貫球手林丹則繼續低迷，以
15：21、21：23不敵世界排名第一的日
本選手桃田賢斗，首輪止步。
另外，昨日較早時進行的男雙比賽，
3號種子、世錦賽冠軍組合劉成/張楠首
輪對陣中華台北隊的盧敬堯/楊博涵，
以21：13、16：21、21：9完勝對手晉
級。
賽後劉成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前段時間狀態不好，希望通過賽場上的
一些興奮度調整一下自己的狀態。
而張楠亦直言：「一系列世界羽聯的

公開賽我們做得不好。目前我們也在積
極找回自己的競技狀態，這次比賽盡可
能做好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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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暉張春暉
職業生涯

年份 球隊 出場
（進球）

2000–2001 廣州吉利

2001–2004 香雪製藥

2004–2005 福建 16(0)

2005–2006 流浪 3(0)

2006–2012 南華 63(0)

2012–2013 晨曦 13(0)

2013 南華 2(0)

2014 南區 7(0)

2018 東區 3(0)

2009–2010 香港代表隊 8(0)

出生日期
1983年3月14日

（35歲）

出生地點
廣州

身高
1.80米

位置
守門員

現屬球會
香港飛馬

球衣號碼：66

A30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陳曉莉 ■版面設計：張華強

2018年11月7日（星期三）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7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8年11月7日（星期三）

■■時隔時隔88、、
99年年，，林俊林俊
生生（（中中））
再次亮相再次亮相
香港頂級香港頂級
聯賽聯賽。。

■■呂小軍打破總呂小軍打破總
成績世界紀錄成績世界紀錄，，
兼奪得兼奪得8181公斤公斤
級桂冠級桂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亞殘運得獎運動員獲頒發亞殘運得獎運動員獲頒發
342342萬萬99千元獎金千元獎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張春暉張春暉（（右右））
勇救蘇沙窩利射勇救蘇沙窩利射
門門，，寶刀未老寶刀未老。。

35歲的前港腳張春暉，在香港
球壇打滾10多年，2014

至15球季離開冠忠南區後，曾到中乙
梅縣鐵漢任助教，並為港甲業餘球隊
東區上陣。今季香港飛馬有袁皓俊離
隊，會方想物色一位必要時可派上用
場的門將擔任梁興傑的副手，於是便
與張春暉一拍即合。他說：「多謝飛
馬高層賞識，能夠再與不同時代合作
過的朋友重逢，感覺很溫暖。」

首仗勇救窩利射門 寶刀未老
張春暉自言，現時心態已轉變，不

再像以前要爭正選，現在最希望能輔
助本土門將梁興傑成長。上周聯賽對
南區之戰，有傷在身的梁興傑臨場熱
身後表示未能披甲，張春暉便獲得再
次於頂級聯賽亮相的機會。結果他
不負眾望，下半場勇救蘇沙一記
窩利射門，證明寶刀未老。

惟他賽後表示不太滿意自己演出：
「始終闊別了3年半，開賽初段真的
有點不適應，而且很快已失了一球，
幸好隊友們非常賣命，最終1：1的戰
果算可以接受，但自己表現還未夠
好，只是中規中矩。」他又認為目前
港超水平比3年前提升不少：「現時
外援多了，行軍速率也較快，更大改
變就是各隊教練的能力都勝過以前，
戰術部署都進步了。」
另一邊廂，與張春暉同是由內地來

港、並曾入選本港奧運隊的林俊生，
也於上周重返聯賽賽場。比春暉小2
歲的他，自從2010至11年大中降班
後便退隱，今季獲R&F富力力邀復
出。經過兩場主場比賽後，他上星期
隨隊作客和富大埔，比賽早段已入替
傷出的隊友任左後衛，終於再次踏上
香港綠茵。雖然富力當日不敵大埔，
但林俊生還是很看重這個歷史時刻：

「上一次已是8、9年前了，真的好難
得，感覺好開心。」

難得再踏香港綠茵 享受足球
「當年在大中傷多過踢，後來索性

退役，在廣州教波，但心底始終喜歡
落場的感覺，閒時也有踢業餘比賽，
從沒離開球圈。今季本來在富力預備
組試腳，之後被會方再轉介過來港
超，或者是看中我的本地球員身
份。」
林俊生當打時曾効力傑志及天水圍

飛馬等勁旅，他又怎樣看現今港超水
平呢？「節奏比以前快，最大分別是
本土球員整體素質都提高了，像黃
威、羅港威、陳俊樂、梁諾恆等等都
很出色，但可能人數還不夠多，我們
這些老人家才再有機會享受足球
吧！」他又寄望富力在楊正光執教
下，有力挑戰各項錦標。

林俊生 張春暉再戰本港頂級聯賽

本地球員青黃不接，是香港球圈多年來的癥結。一些爭標球

會為增添戰鬥力，不停向入籍外援打主意；不過有球會則向一

批具質素但已退隱多年的滄海遺珠埋手，像張春暉及林俊

生兩位來自內地的前港隊代表，便把握機會在球員生涯末

段於頂級聯賽綻放餘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
隊於今年亞殘運勇奪11金16銀21銅
共48面獎牌創下史上最佳成績，「賽
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及「恒基
精英運動員嘉許計劃」昨共頒發342
萬9千元獎金予46名得獎運動員。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已經就計劃
進行檢討，有望再為殘疾運動員增加
支援。
港隊於今屆亞殘會表現出色，無

論金牌以至整體獎牌數目都冠絕歷
屆。游泳選手鄧韋樂更在S14級200
米自由泳決賽刷新亞洲紀錄衛冕成
功，勇奪1金1銀的他表示全賴背後
團隊以及家人朋友的支持：「為備
戰亞殘運，訓練中增加了許多重量
訓練，一度感覺力不從心及沮喪，
幸好教練和家人一直對我很支持，

今後目標將是努力再突破200米自由
泳的成績。」
而硬地滾球好手何宛淇亦取得

BC3級雙人金牌及個人銅牌，她認
為「殘疾運動項目精英資助先導計
劃」讓自己有轉為全職運動員的機
會，是今次能夠取得佳績的主因：
「成為全職運動員後訓練時數增加
了許多，訓練亦更有系統，無論競
技或心理支援均更充足，開幕前已
經對自己很有信心，兩年後的東京
殘奧會除了個人賽外，亦希望可以
取得雙人賽的入場劵。」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去年

底推出的「殘疾運動項目精英資助
先導計劃」協助了近一半參加亞殘
運的運動員，當中34人取得39面獎
牌，佔獎牌數目8成。他說：「我們

正檢討先導計劃的成效，將會為殘
疾運動制定長遠精英資助制度，增
加支援例如提供場地配套、加強與
特殊學校的聯繫、以及為有關體育
總會提供額外資助等。」

劉江華：有望增支援

中國隊當地時間5日在2018年舉重世錦
賽上再次日進兩金，兩位奧運冠軍呂小軍
和鄧薇分別在男子81公斤級和女子64公
斤級比賽中以打破世界紀錄的表現強勢奪
冠。至此，中國隊已經在參賽的8個級別
中摘得4個級別金牌。
正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舉行的
舉重世錦賽是中國隊在里約奧運會後首次
參加的世錦賽。34歲的呂小軍不減當年
風采，這位倫敦奧運會冠軍和里約奧運會
亞軍從77公斤級升到81公斤級後，當天
表現出與上兩屆奧運會成績接近的374公
斤的總成績，並且打破總成績世界紀錄奪
得全新的81公斤級桂冠。
已經在4屆世錦賽上奪金的呂小軍賽後
接受國際舉聯官網採訪時說：「這塊金牌
真是超出我的預期。我不年輕了，但是我
仍然渴望比賽，渴望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世
界紀錄上。」
在當日的女子64公斤級比賽中，里約
奧運會冠軍鄧薇一枝獨秀，以領先亞軍
13公斤的巨大優勢奪得總成績冠軍並且
以112公斤、140公斤和252公斤打破該
抓舉、挺舉和總成績三項世界紀錄。

■新華社

學界微電影比賽名花有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由香港體

育學院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及香港多媒體設計協會全力支持的「撐香港
體壇精英」全港學界微電影比賽2018頒獎
典禮昨日圓滿結束，嶺南大學作品《光輝背
後》連奪大專組金獎以及「全民投票Like爆
大獎」兩個獎項，而中學組金獎作品則為
《小巨人》，大會希望參加者透過微電影製
作，讓市民大眾更了解及認識香港運動員，
同時發掘同學們的創作潛能，提高他們對創
作的興趣，發揮團體精神及解難能力。

■全港學界微電影比賽昨舉行頒獎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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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殘健兒獲頒獎金

■■林俊生林俊生（（右右））
上周隨富力作客上周隨富力作客
和富大埔和富大埔，，替補替補
上陣上陣。。

林俊生林俊生
職業生涯

年份 球隊 出場
（進球）

2002–2003 香雪製藥

2003–2008 傑志

2008–2009 天水圍飛馬 6(0)

2009–2010 大中 24(0)

2010–2011 愉園

2011–2012 關帝文化

2016–2018 肇慶恆泰

2018– R&F富力 0(0)

2006 香港奧運隊

出生日期
1985年1月18日

（33歲）

出生地點
廣東

身高
1.78米

位置
右後衛、中堅

現屬球會
R&F富力

球衣號碼：3

■■諶龍賽後接受記者採訪諶龍賽後接受記者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