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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患上鼻咽癌的李宗偉昨日終於首度公開露面。
面對傳媒，這位馬來西亞羽毛球名將表示自己已逐漸
康復並開始恢復訓練，強調自己對羽毛球的熱誠從未
減退，並且正為重返球場而努力，將會以 2020 東京奧
運的獎牌為奮鬥目標。

李宗偉患病事件簿
■今年 7 月 24 日，馬來西亞羽協證
實李宗偉因呼吸道疾病被迫退出
7月底的南京世錦賽及8月的印尼
亞運會，並前往台灣接受治療
■9 月 21 日，有網友爆料稱看到李
宗偉的病例是鼻咽癌三期；隨後
大馬羽協負責人諾扎也表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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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

遭受職業生涯最嚴重的打擊，捱過鼻咽癌痛苦治療過程的李
宗偉昨日終於公開亮相，神態自若的他風采依然，未見太

作為史上最出色的羽毛球手之一，36 歲的李宗偉已不需要以
成績去證明自己，對重返賽場的渴求，只是源於對這項運動
的熱愛和執着，他更表明會以爭取東京奧運金牌為目
標，無論條件如何不利，仍希望在自己的羽毛球生涯
繼續向難度挑戰：「奧運金牌一直存在於我的腦
海，當然我不能保證一定拿得到，但如果我能夠恢
復到今年馬來西亞公開賽及印尼公開賽的水平，
我相信可以贏得獎牌。不過如果我認為自己已
失去競爭力，我會讓路給年輕球員去汲取經
驗，為他們的未來鋪路。」
縱使李宗偉最終成功復出，不過他亦將面
對男子羽壇愈趨激烈的競爭，「林李」雙頭
馬車的時代已經過去，羽毛球男單項目迎來
群雄割據的年代，日本的桃田賢斗、國羽的
石宇奇及印尼的金廷等新生代已達到頂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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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且看李宗偉能否在職業生涯的黃昏於東
京奧運為世界羽壇再創一次奇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只剩最後一次試舉的林敬熙被迫無奈，挺
舉最後一把開出 153 公斤力求絕殺汪周
語，但是沒有成功。
最終， 汪周語以 270 公斤的總成績登
上領獎台最高處，25 歲的林敬熙以 1 公斤
之差位居亞軍。厄瓜多爾選手達約梅斯收
穫銅牌。
賽後，汪周語接受採訪時說：「這是
我第一次參加世錦賽，我贏了。將來我會
表現得更好，爭取奪得更多的獎牌。」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總會日前在洛桑
宣佈北京成為 2020 年第 18 屆世界體育大
會主辦城市。對此，北京市長陳吉寧表
示，北京獲得 2020 年世界體育大會舉辦
權，充分體現了世界體育大會對北京的信
任。他強調，北京希望進一步加強與國際
體育界的交流合作，促進 2022 年冬奧會
和冬殘奧會的籌備工作，為世界體育事業
的發展作出貢獻。

國際攀岩公開賽下周穗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國際攀聯中國攀岩公開賽將於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廣州大學城體育中心攀岩
場舉行。屆時，來自 20 個國家和地區的
約 100 名頂級攀岩運動員將展開角逐，其

中包括各單項賽世界排名前 10 位和中國
排名前 2 位的選手。記者了解到，攀岩已
經成為奧運會比賽項目，中國已在全國
10 個地方建設專業攀岩場地，並組建 10
支重點集訓隊，衝刺備戰 2020 年東京奧
運會。

中超變天 上港終結恒大霸業登頂
在 7 日晚結束的中超第 29 輪焦點戰
中，上海上港主場以 2：1 戰勝北京人
和，提前一輪鎖定了本賽季中超冠軍，
這也是上海上港歷史上首次奪得中超聯
賽冠軍。本場比賽上海上港只需要獲得
一個積分，即與對手戰平，即可提前鎖
定本賽季中超冠軍。
上半場第 20 分鐘，上海上港傅歡前場
右路直傳艾傑臣，艾傑臣送出助攻，艾
哈邁多夫於大禁區外右腳射門，球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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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進球，創造了職業聯賽史上國內球員
單賽季進球紀錄。
武磊賽後表示，多年的夢想終於實
現，自己感到很開心。「我們一路走來
很不容易，教練組做了非常細緻的準
備，整個團隊的支撐讓我在球場上有了
更多的破門機會。」
本賽季上海上港表現搶眼，取得主場
十連勝，共積 68 分打破隊史積分紀錄，
也是近四個賽季積分最高的冠軍球隊。
上海上港就此
結束了恒大對
中超冠軍長達
七年的壟斷，
成為繼深圳、
實德、魯能、
亞泰、國安、
恒大之後的第
七支中超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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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球門右上角，上港1：0領先。
下半場第 47 分鐘，上港武磊於大禁區
中央右腳射門，球竄入對方球門左下
角，上海上港以 2：0 領先。儘管第 65 分
鐘北京人和迪奧普突入禁區成功推射破
門，扳回一球，但最終上海上港還是以
2：1 獲勝，提前一輪獲得 2018 賽季中超
冠軍。
當晚武磊的進球是他在本賽季打入的
第 27 個進球，超越了李金羽的單賽季 26

諶龍 石宇奇齊晉中羽賽八強

培養運動興趣「家校童喜動」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逾 9,700
萬港元，與中大攜手聯合策劃為期五年的
「賽馬會家校童喜動計劃」，透過家校合
作及科技應用，在學校及家庭層面提升學
童做運動的興趣，養成恆常運動的習慣。
這個先導計劃吸引合共 35 間小學參與，
將惠及約 30,000 名學童及其家長。「計
劃」昨日啟動，港劍擊代表崔浩然、賽艇
隊代表李嘉文及三鐵代表羅亮添等出席啟
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第一寶座。可是世錦賽及奧運會等在世
界的頂級賽事中，他 8 次闖進決賽，惟
全部鎩羽而歸，至今他手握 3 枚奧運銀
牌、3 個世錦賽亞軍（2014 年世錦賽亞
軍因禁藥被取消）、一個湯姆斯盃亞
軍，被傳媒冠以「千年老二」。
2014年李宗偉因禁藥問題被禁賽 8個
月，但禁賽期滿後他迅速回歸賽場，
並再次獲得世錦賽亞軍。這次面對更
殘酷的打擊──癌症，李宗偉再次選
擇了堅強，即使至今從未加冕過世界
冠軍，但他在球迷心目中早已是無冕
之王、生命的鬥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妻子黃妙珠
妻子黃妙珠（
（右二
右二）
）昨也現身
李宗偉的發佈會現場。 路透社
李宗偉的發佈會現場。

短訊

2020世界體育大會落戶北京

■ 11 月 8 日，病後首次公開見傳
媒，正式宣告恢復訓練，準備回
歸

李宗偉昨舉行新聞發佈會，宣告不
退役，全力爭取回歸賽場。曾因禁藥
遭禁賽、8 次在世錦賽及奧運會等頂
級大賽決賽失利、罹患癌症，36 歲
的他仍然選擇堅強，繼續向着自
己的夢想─奧運金牌努力。
與馬來西亞華人一樣，李宗
偉能操流利的國語、廣東話、
馬來話及英語。他 11 歲開始
學打羽毛球，至今已有 25 個
春秋。21歲奪得首個國際公開
賽冠軍至今，15 年來他已擁有
69個公開賽冠軍榮銜，並
且曾 348 周坐享世界排名

治療過程之苦遠勝球場傷痛

當地時間 7 日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
巴德舉行的舉重世錦賽進行了兩個級別的
比賽，中國隊的汪周語在女子 76 公斤級
比賽中力克兩屆奧運會冠軍朝鮮隊的林敬
熙奪金，田濤克服體重過輕的劣勢拚下了
男子96公斤級總成績銀牌。
抓舉比賽中，2015 年亞錦賽冠軍汪周
語舉起 118 公斤，還落後林敬熙 1 公斤。
到了挺舉，24 歲的汪周語展現出強大的
韌勁，林敬熙開把重量就比她高 5 公斤，
但是汪周語步步緊迫三次試舉全部成功。

■10 月 7 日，經過 33 周的治療，李宗
偉康復出院。當晚他乘坐私人飛
機返回吉隆坡，隨後在家中休養

打不倒李宗偉
生命鬥士迎難而上

多病魔所留下的痕跡，而他亦高興地表示自己已初步戰勝癌魔：
「我從兩周前就在家裡恢復體能訓練，（周三）剛剛從台灣覆檢
歸來，醫生確認我體內的癌細胞已經消失，我會按部就班的進行
恢復，也許下個月就能重返球場訓練，不過至於何時在賽場復出
還說不準，我不敢說自己肯定會重返羽壇，一切還是要看醫生的
意見。」
治療癌症過程的痛苦不足為外人道，不過李宗偉坦言從未想過
就此放棄羽毛球：「我頸上的皮膚因電療而變得焦黑，第一階段
治療時無法講話也無法吞食，但為了恢復體力我只能流着眼淚、
忍着痛苦去進食，以往在球場的傷痛，完全無法與治療時的痛楚
相比，不過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渴望重返球場，而家人亦對我的決
定非常支持。」

汪周語力壓奧運冠軍
世錦賽奪冠

宗偉被查出罹患早期鼻咽癌

■諶龍以 2：
0 輕取中華台
北選手許仁
豪。
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榕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中國（福州）公開賽昨進入第 3 日的
較量，國羽「一哥」諶龍以 2：0輕取中華
台北選手許仁豪，順利晉級八強。
首局，諶龍進入狀態偏慢，前半段一直
處於落後追分的態勢，但戰至 13：14 後連
得 8 分以 21：14 逆轉獲勝。第二局諶龍仍
是開局大比分落後，打到 6：9 後打出一波
14 分的攻勢，徹底扭轉被動局面，最終
21：11奠勝，闖進男單八強。

賽後，諶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昨剛開始打得不是那麼投入，11
分後精力會更集中一些。」諶龍表示，許
仁豪之前也交手過很多次，「今天對手的
多拍回合還是很精彩，總體來說，自己兩
局都是後半程比前半程要做得好一些。」
此外，狀態明顯回升的石宇奇以 21：
10、21：17 戰勝日本選手阪井一將，晉級
八強。今日他將與印尼選手金廷展開對
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