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愉園冀透過足球關注病兒及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愉園足球隊今季將會穿起印上香港麥當勞叔

叔之家慈善基金標誌的球衣力爭佳績。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一直向社
會各界推廣「以家庭為本」服務的重要性，為患病兒童及其家人提供臨時家園
以紓緩生活壓力。愉園向來重視青訓、關注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並致力透過
足球運動締造更幸福的生活環境，這與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服務理念
不謀而合，因此會於2020年至21年球季，在本地足壇協助推廣麥當勞叔叔之
家服務，期望透過足球引起更多人關注患重病兒童及其家庭的需要，為社區注
入生氣。

國家田徑隊軍訓 備戰東奧添動力
據中國田協網站消息，中國國家田徑隊備戰東京奧運會軍事紀律培訓匯報表

演18日在北京體育大學國家訓練基地綜合館外舉行（下圖）。據介紹，本月8
日至18日為期十天的軍事紀律培訓，國家田徑隊全體教練員、輔助人員、參

訓教官和運動員們一起
同吃、同住、同練、同
訓。期間學習了齊步與
正步行進、軍體拳、三
聲三相等科目。中國田
徑協會副主席于洪臣強
調，全體人員要將本次
軍事紀律培訓的成果轉
化為東京奧運會備戰的
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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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希路上季完結後正式約滿賓希路上季完結後正式約滿，，現已返回葡現已返回葡
萄牙萄牙。。 球會供圖球會供圖

■■李嘉文在國際賽場得獎無數李嘉文在國際賽場得獎無數。。

■■白勵白勵（（中中））率李嘉文率李嘉文（（左左））參加參加20082008年北京奧運會年北京奧運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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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20年運動員生涯

的香港賽艇名將李嘉文，

有感年紀不小及傷患漸

多，不等到東京奧運開

戰，昨日就宣布退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現年33歲的李嘉文表示：「退
役絕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但經過深思熟慮後，我認為是交
棒的時候了，冀薪火相傳延續至
有潛質的年輕新一代。自里約奧
運以來，我一直面對傷患及治療
等問題，對訓練質量造成影響。
我本期望能夠出戰今年的東京奧
運，但隨着賽事延期至2021年，
我認為自己難以維持狀態，達至
競賽的水平。現時香港賽艇隊人
才輩出，年輕及有潛質的後起之
秀已準備好接棒，我有信心他們
會接受挑戰。」她同時承諾會繼
續以各種方式支持賽艇運動。
李嘉文自13歲起透過賽協學校

體育推廣計劃認識賽艇運動，翌
年加入青少年賽艇發展計劃，旋
即代表港隊出戰亞洲賽艇錦標賽
（成人組）女子輕量級四人雙槳
艇比賽。次年，年僅15歲的她於

亞洲青少年賽艇錦標賽中勇奪兩
面銀牌，並首次參與亞運。2003
年亞洲青少年賽艇錦標賽，李嘉文
於女子單人雙槳艇摘下首面金牌。
此前，她已為港隊於亞洲賽艇錦標
賽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槳艇奪得一面
銀牌。同年，李嘉文首次在國際級
別賽事中亮相，並成功躋身世界青
少年錦標賽決賽A階段。2006年，
李嘉文初次踏上亞運會的頒獎
台，就於多哈亞運女子輕量級單
人雙槳艇獲得銀牌。翌年，她亦
成功躋身23歲以下世界賽艇錦標
賽決賽A階段。2008年，李嘉文
奪得北京奧運參賽資格，並與體
重級別較高選手同場較技，出戰
女子公開組單人雙槳艇比賽。

白勵見證成長：她是眾人榜樣
此後，李嘉文於國際舞台大放

異彩，為香港贏過無數榮譽，包

括屢奪亞運獎牌，以及於2016年
里約奧運夥拍胞妹李婉賢出戰女
子輕量級雙人雙槳艇比賽。
對於加入港隊多年的李嘉文宣

布退役，港隊總教練白勵認為：
「毫無疑問，李嘉文度過了一個
非凡的賽艇生涯，並以香港賽艇
歷史上最成功的運動員身份引
退。能夠見證她從一位腼腆的初
中生，蛻變成一位成功、有自信
的女運動員是我的榮幸。嘉文無
論是在成績，抑或是努力和決心
方面，都是眾人的榜樣，她為追
隨自己的人樹立了很高的門檻。
而對於年資長的運動員來說，引
退往往是百感交集。儘管如此，
我深信嘉文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並會全力支持她。」
而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則計劃邀

請李嘉文擔任「賽艇大使」，並
繼續支持賽艇運動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上季以第4名創
下球會最佳聯賽排名的理
文，昨日復操迎接新球
季。開季前人腳再有調
整，上季季中加盟的賓希
路因踢法不合，與已完成

短約的陳衍光一同離隊，至於談樂軒則在客
串期間表現獲得認可，得以絕處逢生。
由於足總秘書處錯誤引導，新加盟球員不能
在復賽期間上陣，理文於是與原已離隊的陳衍
光及談樂軒續短約應付季尾幾場賽事。其中談

樂軒在中場助攻助守表現出色，教練團決定予
以一紙合約，得以繼續留隊發展。至於上季季
中加盟，頂替迪奧高位置的葡萄牙小國腳賓希
路，則因為踢法不合球隊要求被放棄。會方亦
已物色到一名曾在港超上陣的西班牙外援來
投，填補賓希路的空缺，該位舊面孔與陣中其
他外援一樣，都具備新增的「超級外援」條
件。早前因家事提前離隊返國的首席射手尼迪
利已經回港，目前正在強制隔離中。華將方
面，則有前冠忠南區U22球員劉穎笙加盟。
另一方面，退出港超震撼球圈的富力
R&F，其餘震仍然持續。盧均宜及羅拔圖等

共12名球員，因不滿會方賠償方案，昨日走
上足總求助。據悉富力會方打算只向球員支
付10月及11月的薪金了事，然後才讓球員
自由轉會；若在11月前獲其他球會收留，富
力則不會給予賠償。

富力球員向足總求助
足總總幹事袁文川回應指，富力為旗下球

員註冊已是上季的事情，原則上不能阻止球
員新一季註冊，不過足總角色只是中間人，
不清楚雙方有關合約細節。球員則希望能夠
與球會代表盡快會面，以免阻礙轉會。

■■原已離隊的談樂軒原已離隊的談樂軒（（左左））獲理文留用獲理文留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
球體壇陷於停擺，香港乒乓球代表
隊也不例外，由今年3月至今未參
加過任何國際賽事。幸最近疫情有
所緩和，國際乒聯將於11月開始
舉辦「Bubble Events （賽事氣
泡）」，讓「飢餓」多時、正在備
戰明年東京奧運的運動員們得以一
解心靈之渴。
國際乒聯「賽事氣泡」包括

2020女子世界盃、男子世界盃、
國際乒聯總決賽及世界乒乓球大聯

盟澳門站。香港乒隊「一姐」杜凱
琹及「一哥」黃鎮廷獲資格前赴參
賽，其中杜凱琹將參加女子世界
盃、在鄭州舉行的國際乒聯總決賽
及世界乒乓球大聯盟澳門站，黃鎮
廷則出戰男子世界盃及世界乒乓球
大聯盟澳門站
港女隊將於明日下午率先出

發，前往上海進行隔離及閉門練
習；男隊則於本月 27日上午啟
程。男女乒世界盃均於山東威海舉
行，其中女乒賽期為11月8日至
10日，男乒為11月13至15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2020-2021 賽季中
國男子籃球職業聯
賽（CBA） 18 日
在浙江諸暨結束首
輪第二日的爭奪。
「全華班」浙江廣
廈在揭幕戰中以
122：94大勝上海
久事贏得開門紅。
本場比賽，廣廈控
球後衛孫銘徽全場
砍下41分7助攻7
搶斷的豪華數據，
創 造 了 本 賽 季
CBA 單場最高得
分紀錄。
該場比賽，廣廈

內線優勢明顯，上海隊的雙外援均未找
到手感，1分未得。胡金秋單節6投6
中外加罰球，拿到14分，幫助廣廈在
首節比賽結束時以28：18領先。次節

比賽，上海隊更加
被動，半場比賽結
束時，以 38：58
落後。
易邊之後，上海

隊外援弗雷戴特找
回狀態拿到8分，
不過隨後上場的鄧
蒙狀態依舊低迷，
加上關鍵時刻過多
的失誤徹底葬送了
上海隊在第四節追
分的努力。最終，
廣廈輕鬆帶走勝
利。
此役，孫銘徽貢

獻了41分7次助攻
和7次搶斷，胡金
秋拿到31分和12

個籃板。賽後，廣廈隊主教練李春江表
示，新賽季首場比賽，球員在場上無論
是從狀態還是精神面貌上，都做得比較
好，希望能繼續保持下去。

李嘉文
出生：1986年11月28日

身高：1.68米
體重：59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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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會
年份 主辦地 項目 獎牌

2006年 多哈 女子輕量級單人 銀牌
2014年 仁川 女子單人雙槳 銀牌
2014年 仁川 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槳 銀牌
2018年 巨港 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槳 銅牌

東亞運動會
年份 主辦地 項目 獎牌

2009年 香港 女子輕量級單人 銀牌
2009年 香港 女子單人 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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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李嘉文李嘉文（（右右））與李婉賢去年獲得海岸女子雙人雙槳艇第三名與李婉賢去年獲得海岸女子雙人雙槳艇第三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理文復操 談樂軒獲認可留隊

杜凱琹 黃鎮廷下月出征世盃

孫銘徽41分 創CBA今季新高

■■浙江廣廈浙江廣廈
的 孫 銘 徽的 孫 銘 徽
（（持球者持球者））
個人獨取個人獨取4141
分分 77搶斷及搶斷及
77助攻助攻。。

新華社新華社

■■黃鎮廷黃鎮廷（（左左））//杜凱琹杜凱琹將出將出
征男女乒世界盃征男女乒世界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