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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羽毛球隊在國際羽聯超級系
列賽中歷史最悠久的全英錦標賽，本
屆收穫3金，但在多年支配着的女單
項目，國羽今番竟連一個4強席位也
拿不到，僅有王適嫻打入8強，令人
懷疑國羽是為了讓羽毛球保住奧運會
項目地位而施的 「苦肉計」，甚至有
傳媒以此大造文章。然而，這說法本
無根據，更何況保奧運項目地位，應
是國際羽聯的責任，又豈會由國羽充
當 「爛頭卒」，可見這樣的 「陰謀論
」一點也不靠譜。

國羽在全英賽遭逢不少意外戰果
是不爭事實，比如女單李雪芮、王儀
涵首輪出局，向來主宰女單項目的國
羽竟無人打入4強，還有 「風雲組合
」蔡贇／傅海峰因傷退賽，洪煒／沈
燁早早輸波，首輪戰罷便有近半隊員
出局，於是引來外界將此現象與此前
國羽在韓國、馬來西亞兩站超級賽成
績平平，與此前羽毛球被列為有可能
被剔出奧運的說法串連起來，稱國羽
是在玩 「苦肉計」，以免對手們因為
國羽壟斷這項目而意興闌珊。

發放謬論者用心歹毒
只要我們細心一想，就知以上論

調根本站不住腳。首先，任何體育競
賽都會有偶然性，尤其是新的奧運周
期剛開始，球手狀態未必達到百分百
，也有可能是進行技戰術調整或新嘗
試，出現意外賽果並非奇事，強行將
此與 「讓賽」、 「苦肉計」扯上關係
，這又與逢足球賽有冷門便說球賽受
賭球集團操控的謬論有何分別？再者

，國羽以至羽毛球項目經過倫敦奧運期間有球員
「消極作賽」風波後已元氣大傷，又豈有玩起 「

苦肉計」之理？以上說法，只會進一步破壞羽毛
球項目的形象，可見發放謬論者用心何其歹毒。

要說國羽壟斷了整個項目，也是十分牽強，
翻查羽毛球進入奧運後的歷屆紀錄，國羽只曾在
倫敦奧運包攬5金，與乒乓球連續5屆奧運席捲4
金比較，乒乓球的奧運地位不是更加 「危危乎
」？即使羽毛球的奧運項目地位有所動搖，
挽救的責任更多是在國際羽聯身上，乒乓球
項目的經驗已經說明，只要該項目有收視
、背後有經濟利益，商業味越來越重的
國際奧委會又豈會丟棄這座 「金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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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羽壇堪稱一時瑜亮的林丹、李宗偉包辦了對上4
屆全英賽男單冠軍，其中2009年、11年及12年3屆決賽更是
兩人之間的對決，倫敦奧運後林丹休假半年，缺席本屆全英
賽，給了世界排名已高踞第2位的諶龍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身高手長、打球控制範圍大的諶龍在決賽略佔上風，迫得李
宗偉加快進攻速度以追分，致體力消耗下關鍵時刻未能咬住
比分，諶龍遂以21：17、21：18稱王，取得國羽在本屆全
英賽第3金。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頂尖、世界級的比賽。」 首次打
入全英賽決賽即奪冠的諶龍表示： 「贏得冠軍給我很多經驗
，我為此感到興奮。」 李宗偉也讚揚諶龍說： 「我很驚訝有
好幾次進攻都被諶龍救下了，那幾球看起來是不可能被擋回
來的，至少我認為自己應該能夠得分。也許我就首局犯了幾
個錯誤，但我已表現到最好，只是諶龍打得太精彩了。」

混雙決賽，中國組合張楠／趙芸蕾以13：21、17：21
負印尼組合阿密特／納西爾，屈居亞軍。

鮑恩封后完美掛拍
女單決賽，早已宣布在全英賽後退役的丹麥名將鮑恩，

以21：14、16：21、21：10擊敗泰國球手因達農，以第3度
封后為職業生涯完美作結，這名國際羽壇闖蕩接近14年、力
抗幾代中國女單球手的老將表示：「這一周發生的事實在太神
奇了，一切都超乎我預期，我很高興選擇在全英賽後退役。」

【本報訊】綜合外電美國十日消息：連續
兩場交出得分、助攻 「40+10」的神級表現後
，湖人球星高比拜仁在周日的常規賽 「變回凡
人」，改當起配角，讓 「魔獸」侯活在內線盡
情發揮，轟下16分之餘更搶下21個籃板球，湖
人主場以90：81挫公牛之後，本季戰績33勝31
負，回升至西岸第8位。

高比前兩仗得分都逾四十分，並且交出12
次助攻，可說 「單天保至尊」，是役反而手感不佳，首節
竟一分未得，但湖人仍有拿殊、侯活、慈世平分擔得分責
任。到第4節，公牛把差距縮小到8分時，高比又化身成湖
人的 「救世者」，直接、間接為球隊攻下13分，帶領球隊
取勝，19分、9次助攻、7個籃板和2次搶斷的全能表現無
可挑剔，既能得分又在適當時候助攻，在其帶動下，5名
湖人隊友都錄得雙位數得分。

侯活：己隊奪冠機會大
湖人主帥迪安東尼表示： 「侯活在低位防守時就是一

隻 『野獸』，他的移動能力、活力，拚搶籃板、破壞對手
的拆擋戰術，完全掌控了內線，是我們近來狀態復蘇的重
要原因。」侯活則說： 「只要我們繼續這樣打下去，奪冠
機會很大。」

溜馬是東岸 「一哥」熱火在周日的NBA常規賽前本
季尚未贏過的對手，熱火是役以105：91取勝，帶領球隊
18連勝的 「大帝」勒邦占士平了米高佐敦效力公牛時的連
勝紀錄，但 「大帝」是役只投入了13分，是隊友卓馬士的
一半。

【本報訊】據新華社匈牙利德布勒
森十日消息：2013年世界短道速滑錦標
賽10日在德布勒森落幕，中國隊主將王
濛一人獨攬4項冠軍，主教練李琰坦言
王濛 「挺不容易的」。

本屆世錦賽是冬奧冠軍王濛 「解禁
」回歸國家隊後首次參加世錦賽，她斬
獲女子500米、1000米、全能和3000米
接力冠軍。李琰在接受採訪時說： 「王
濛自從重返國家隊一直保持這樣的不敗
，這個你們也都知道，她還是挺不容易
的，因為一開始的時候能力的確不夠，
現在能力恢復了一些，但我覺得還沒恢

復到最好的時候。」
「短道速滑是一個考驗綜合素質的

項目，你的能力、你的技戰術、你的滑
行，包括你的對手怎麼樣等等因素在裡
面，我們的老隊員特別是王濛把控得還
是比較好的。」李琰評價說。

中國取得賽事一半金牌
在為期3天的短道速滑世錦賽上，

中國短道速滑隊取得全部10枚金牌中的
5枚金牌。除了女隊拿到4枚金牌和一枚
銅牌外，男隊的梁文豪還拿到男子500
米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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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大球場

深水運動場

將軍澳運動場

時間

晚上7時45分

晚上8時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下午2時30分

下午5時30分

周二常規賽賽程
開賽（香港時間）

周三早上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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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凌峰撤銷向流浪申索
▉本報訊：去年9月在港甲足球聯賽

遭對手踢至右腳脛骨骨裂的前流浪中場聶
凌峰，早前入稟勞資審裁處，向流浪申索
包括返回德國接受治療的商務客位機票在
內相關開支，勞資審裁處昨晨審理，聶凌

峰最終撤銷申索。此前，流浪已按勞工法例向聶凌峰支清薪酬。

活士第76次PGA賽登頂
▉據新華社華盛頓十日消息：高爾夫球名將 「老虎」活士

10日以低於標準桿19桿的成績奪得了凱迪拉克錦標賽冠軍，這
是他第76次問鼎PGA（美國高爾夫球協會）巡迴賽，也是他第
17次捧起高爾夫球世界錦標賽冠軍獎杯。現年37歲的活士在比
賽中的優勢明顯，於最後一洞比賽開始之前就已基本鎖定勝
局。

粉碎李宗偉3度稱王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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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兩屆奧運會羽毛球男單
冠軍、中國隊頭號球星林丹尚未回歸國
際羽壇，造就後輩諶龍打破近4屆全英
羽毛球錦標賽男單錦標由林丹與馬來西
亞名將李宗偉壟斷的局面，諶龍首度在
這項過百年歷史的大賽奪冠，也粉碎李
宗偉第3度稱王的美夢。

全英羽球賽全英羽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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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龍奪勝後，激動慶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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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在本屆亞洲足協杯E組首戰3：0輕
取印度球隊邱吉爾兄弟後，上季港甲聯賽盟主傑志
今晚作客新加坡的勇士（舊名：武裝部隊）雖有黃
洋停賽，但在對手開季未贏過下，欲 「棒打落水狗
」取2連勝。另一支港甲球隊晨曦就有缺席首場亞
協杯分組賽的巴利重返正選陣容，主場出戰緬甸的
仰光聯。

在港甲比賽輪換球員的傑志，於部分球員傷停
下，今仗只有大約14、15名球員供調動，惟總教練

甘巴爾目標清晰，他說： 「爭取勝利是我們的任務
，由於上屆我們曾在惹蘭勿剎體育場比賽，所以對
這裡的比賽環境很熟悉，這對客場作戰非常重要。
」賽事香港時間今晚7時45分開賽。

至於F組的晨曦，上周二作客0：1負馬爾代夫
的拉迪恩，教練招重文表示該仗缺陣的巴利今晚回
歸正選陣容，他說： 「上仗眾年輕球員防守上做到
我的要求，只是進攻稍欠火候，巴利由印尼回來後
狀態很好，這次前線有其在陣，停球能力一定比以
華將擔綱為佳。」

晨曦旺角場鬥仰光聯
晨曦對仰光聯今晚8時在旺角大球場開賽，賽

事門票分收60港元及20元（優惠票）。客軍上屆作
客公民僅負1：2，本屆陣容更強，首仗就以3：0挫
印尼的佩西寶。

傑志傑志晨曦晨曦亞協杯分途出擊亞協杯分途出擊

▲ 缺席亞協杯
首戰的晨曦中
鋒巴利，今仗
回歸正選

本報攝

【本報訊】亞洲足協杯開賽後，
兩支港甲代表都要在密集賽程下作賽
，對聯賽、足總杯及亞協杯 「三線作
戰」的傑志來說更是艱辛，但在中大
賽馬會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中心派專
人協助下，即使是年屆33歲的傑志隊
長朱兆基也未言倦。

征戰亞協杯幫助大
「目前我的體力還不錯，暫時未

見疲態。」朱兆基在上周六的足總杯

後表示： 「因為中大（賽馬會運動醫
學及健康科學中心）派了幾名專人協
助，以一名專人 『服侍』幾個球員的
比例，幫我們浸冰、按摩、練習後做
幾段恢復性的運動，並在飲食上作出
建議，對己隊征戰亞協杯很有幫助。」

朱兆基表示，球隊在去年亞協杯
期間已作出這種安排，他說： 「每到
亞協杯開賽後，賽期就會密了好多，
需要有專人為我們賽後恢復方面的協
助。」

朱兆基有專人服侍未言倦

【本報訊】第33屆亞洲單車錦標賽暨第
20屆亞洲青年錦標賽的場地項目昨天完結，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主攻的兩個項目中，

日前爭先賽未能衛冕，昨天在壓軸的凱琳賽
奪冠，連同500米計時賽封后，與上屆同樣收
穫2金。小將逄瑤則在青年組女子記分賽贏下
個人第3金，港隊金牌數增至7面。

本屆亞錦賽取2金
李慧詩昨於決賽未有因日本、烏茲別克

車手率先進攻而失冷靜，只緊盯有力威脅她
的馬來西亞車手穆絲塔化與中國的李雪妹，
並且佔據內彎位，在最後100米發力奪冠。港
隊總教練沈金康認為，李慧詩的表現反映其

心理及戰術應用趨於成熟。
最後一次出戰亞錦賽青年組比賽的逄遙

，在女子記分賽表現出積極主動的戰術風格
，兩次突圈收穫40分，加上4次首名過衝刺圈
，以60分的高分奪冠。賽事今天休戰，明天
起開始公路比賽，港隊目前戰績是7金2銀1
銅。

李慧詩凱琳賽高奏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