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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天時地利人和，東京奧運（東奧）本被
視為港隊再奪獎牌的最佳機會。李慧詩、江旻
憓及劉慕裳均是有力踏上奧運頒獎台甚至衝擊
金牌的港將， 可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大，
東奧為「避疫」延後一年，港隊的衝牌之路
亦增添變數。如何及
早作出應變及重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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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備戰計劃，將是
對一眾香港運動員
的最大考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國手老兵體能負擔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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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亞運勇奪雙金後，李慧詩一直處於職業
自2018
生涯的最好狀態，爭先賽 21 個月保持不敗的驚
人成績，更是令她被視為李麗珊之後最有希望於奧運
奪金的香港運動員。不過，東京奧運受疫情影響延後
一年，這位「女車神」的奧運備戰計劃亦被打亂。

■東京奧運有可能是劉慕裳奧
運爭牌的唯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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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充滿信心：年齡非障礙
明年將屆 33 歲的李慧詩認為，年齡並不是最大問
題，會以平常心面對改變：「其實自己都有心理準備
奧運會延期，雖然明年又大一歲，不過我不覺得年齡
是障礙，平日教練就給我高於別人一倍的訓練量，這
就是我的信心來源。」她表示，現時最擔心的是運動
員的健康問題，因為在高強度訓練時抵抗力會變弱，
因此期望所有人都能夠做好防疫措施。
28 歲的劉慕裳亦被視為港隊於東奧爭牌的希望之
一，剛取得奧運入場券不久的她，於空手道「形」項
目長年排名世界前四。可惜下屆巴黎奧運未必再有空
手道項目，東奧可能是劉慕裳踏上頒獎台的唯一機
會。儘管東奧已鐵定延期，不過她的備戰步伐卻並未
停下：「自己控制不到的事就盡量正面去想，將延期
當成是給我更多時間準備的機會。今年 11 月迪拜將
有世界賽舉行，即使今年沒有奧運還是要好好保持狀
態。」

令她的備戰計劃有所改變，不過江旻憓卻未有太在
意，認為抗疫才是當務之急：「今次疫情令我們反思
最重要的是什麼，奧運不單單是四年一次的運動會，
最重要的是以奧林匹克精神齊心抗疫。」
奧運延期對老將們是考驗，對小將則是爭取更多時
間成長的機會，關鍵在於如何調整備戰及訓練計劃。
受疫情影響，幾乎所有體育大賽均未有確切時間表，
令教練團重新制定計劃時更添困難，羽毛球總教練何
一鳴認為，運動員首先要平靜心態：「接下來的計劃
需要從長計議，年紀稍大的運動員較受影響。既然已
成定局，最重要是要調整心態，保持對訓練的投入
度。」而劍擊隊總教練鄭兆康則認為，延期一年對運
動員備戰而言是翻天覆地的改變，在等待所有教練隔
離完畢後，將會立即着手研究新的訓練計劃。

劉慕裳 江旻憓處變不驚

另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體育學院從
昨日中午12時起直至4月8日12時，正式實施封閉措
施，所有入住體院宿舍的運動員和教練員 14 天內不
得離開體院，並由體院餐廳提供膳食，據悉有 100 多
名運動員進行封閉式訓練。

去年曾經長居世界「一姐」寶座的香港女子重劍好
手江旻憓，在膝傷康復後狀態正漸漸回升，早前於世
界盃巴塞隆拿站更曾力克前世界冠軍。雖然奧運延期

體院從昨午起正式
「封館」

哥帥 兩大球王齊出錢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歐洲
疫情嚴峻，據報兩大「球王」美斯和
基斯坦奴朗拿度（C朗），連同曼城主
帥哥迪奧拿皆已捐出100萬歐元（約合
850萬港元）協助抗疫。
西班牙《世界體育報》稱，美斯
向巴塞隆拿大學醫院及其家鄉阿根
廷的醫院，共捐出 100 萬歐元作購
買物資等用途，巴塞隆拿大學醫院
已證實收到其善款。C 朗早前被誤
傳旗下兩家酒店暫變醫院，這位葡

萄牙球星今次真的捐出 100 萬歐元
予葡萄牙醫院購買抗疫設備，據報
物資包括 2 萬套防疫衣服和 3 部呼
吸機。
哥迪奧拿亦捐出 100 萬歐元予家鄉
的巴塞隆拿醫科學院，不過其西甲
母會巴塞隆拿在疫情下卻遇上頗大
財政難關，有傳球會決定啟動「臨
時失業條款」，職球員的工資暫降
70%，讓他們去領取每月最多 2,000
歐元的失業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奧運延期對中國代表隊亦造成不少
影響，尤其是女排、乒乓球及羽毛
球三個以老將為重心的項目更甚。
在未來一年，除了要協助一眾年齡
偏大的運動員保持狀態外，更要讓
具潛質的小將盡快成長，才能令國
家隊在奧運維持競爭力。
對於為晉身東奧一直在堅持的林
丹而言，延期消息無疑是一大打
擊。林丹要藉奧運積分排名來取得
資格本來就相當困難，加上現時大
量積分賽被取消，即使未來復賽，
對年齡更大的林丹而言只會負擔更

重，令這位羽壇名將要三度挑戰奧
運金牌的夢想可謂幾近幻滅。另一
國羽男單好手諶龍亦已年屆31歲，
明年要面對一眾後起之秀的挑戰將
更為吃力。
乒乓球向來是國家隊於奧運爭金的

IOC主席：為生命安全決押後
衍生問題尚需各方配合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在確定奧運延期至明年後，國際奧
委會（IOC）主席巴赫接受了多家
媒體訪問，就延期決定作出詳細解
釋。巴赫於訪問中直言，目前尚有
大量問題需要處理。
外間目前其中一個最大問題，是
奧運明年該延期至哪個時間舉行。
巴赫對此表示，尚未和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商討：「我和安倍首相只通
一次電話沒可能解決問題，這需要
協調委員會和一眾國際單項體育聯
合會在內的各方密切配合。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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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達成共識的是最晚在明年夏季
舉辦，但並不限定（只在夏
季）。」
財政方面，巴赫表示推遲奧運是
為了各界的生命安全，故經濟不是
優先考慮的環節；此外，有很多單
項項目的聯合總會均依靠奧運會的
資金來存活，當中更有些已遇上財
政問題。巴赫對此未有直接回應，
只表示還未討論上述問題，並指在
疫情之下人類的生存與健康應當放
在首位。
巴赫亦被問到這是否奧運繼一戰

日游泳世錦賽為奧運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德國職業足球
聯盟昨日宣佈，原定 4 月 2 日重開的德國甲、乙
組聯賽，因疫情關係將不會在 4 月 30 日前重開，
但強調仍希望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賽事。日職
最新計劃則是5月9日重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國際泳聯昨日宣
佈，將與2021年世界游泳錦標賽的主辦方日本福
岡合作，尋求改期作賽的可能性。是次世錦賽原定
於明年7月16日至8月1日在福岡舉行，但由於東
京奧運延至明年開賽，在撞期下需「讓路」。

至於力爭衛冕的中國女排亦將受
到嚴峻考驗，顏妮及丁霞等主力目
前無疑是世界一流，不過年齡偏大
之下來年狀態能否保持高峰卻成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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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戰期間三度取消後，所遇上的
最大危機，巴赫指這不應拿來比
較：「互相比較是很危險的，因為
這可以有很多解讀方式。考慮到戰
爭給人們帶來的苦難，我認為拿這
次延期作比較是不妥當的。可以說
的是，這是人類前所未有的危機，
因過往從未見過病毒在全球如此快
速地傳播，因此這是奧運前所未有
的挑戰。」

阻曼城暫逃歐戰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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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德乙 5 月前不重開

小將需加緊磨練趕接班

英超8隊入稟CA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曼城早前
因為違反財政公平條例，被禁止參加歐洲聯
賽冠軍盃或歐霸盃兩個賽季，並罰款 3,000
萬歐元。但由於曼城已提出上訴，故他們有
可能仍可於來季出席歐洲賽。英國《每日郵
報》昨日報道，8 支英超前列球隊已聯合上

長話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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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項目，不過丁寧、馬龍、許昕及
劉詩雯等主力均非年輕，相對而言國
乒的主要對手如張本智和及伊藤美誠
卻是「00」後。國乒要於東奧再現壓
倒性優勢並非易事，唯有盼望樊振東
及孫穎莎等小將可在未來一年展示出
可堪接班的能力。

訴至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要求禁止
曼城在上訴期內參與歐戰。
據報在目前英超頭 10 位球隊中，共有 8 支
球隊認為曼城在上訴期間也要執行停賽令，
包括利物浦、李斯特城、車路士、曼聯、狼
隊、熱刺、阿仙奴和般尼，並已委託律師行
代表向CAS申請曼城踢歐戰的禁令。

國際足協研究疫情下修改轉會窗
此外，英國《太陽報》稱英超賽程受新冠
肺炎疫情而變得混亂，來季英格蘭足總盃或
聯賽盃賽事可能被削減規模。而今夏各地轉
會市場操作也勢必受疫情影響，國際足協證
實，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評估球員轉會條例
以及轉會期限是否需要作緊急修訂。目前大
部分轉會窗均在 7 月 1 日開啟、8 月 31 日關
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