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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早前連續出戰東京奧運及全運會兩項大賽的「牛下女車神」
李慧詩返港後終獲得寶貴的休息機會，下周即將恢復訓練的她表示明年亞運會仍是目標之一，
不過暫時計劃只出戰團體競速賽，希望給予一眾新人空間和機會去進步。

明年亞運暫只戰團體競速賽

●李慧詩（右一）
及李振豪（左一）
出席活動，揭
開體院神秘面
紗。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健兒深圳封訓 備戰殘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華人
民共和國第十一屆殘疾人運動會」將於10月
22 日至 29 日在中國陝西舉行。香港代表團早
前完成隔離醫學觀察後，現正在深圳大運中
心進行為期12日的封閉集訓。
團長何蔚文日前向深圳大運中心代表致送紀
念品，感謝中心對代表團的接待同訓練支援。
港代表團將於本月 18 日出發前往陝西進行最後
階段備戰。
今屆殘運會共設34個項目的比賽，香港共派出
23 名運動員出戰田徑、游泳及乒乓球 3 個項目，
包括剛出戰東京殘疾人奧運會的任國芬及鄧雨
澤。上屆賽事，港隊共獲 6 金 8 銀 12 銅佳績，大部
分獎牌都是來自游泳，其中謝林恩在女子 SB14 級
100 米蛙泳、女子 S14 級 100 米蝶泳及女子 SM14 級
200 米個人四式都成功封后，於女子 S14 級 100 米及
200 米自由泳則得 2 銀，個人包辦了 3 金 2 銀。鄭苑淇
在女子 S14 級 200 米自由泳及女子 S14 級 400 米自由
泳得兩面金牌，累積獲得 2 金 1 銀 2 銅。聶建軍則於男
子SB13級100米蛙泳封王，個人贏得1金2銅。

●李慧詩與市民分享
精英運動員生涯。

李慧詩完成全運會返港後昨日首
度公開露面，與空手道運動員

李振豪一起出席「體通體透體育學
院」活動，向市民大眾介紹體院的運

作及功能，希望吸引更多具潛質的年
輕人投身運動員行列。東京奧運、殘
奧會及全運會在港掀起運動熱潮，加
上下屆全運會將由粵港澳三地合辦，

香港未來體育政策備受關注，李慧詩
認為普及化是重中之重：「體育是長
遠發展，希望政府可以投放更多資源
在社區體育發展上，讓市民了解體育

的真正意義。」
而對於自己的未來規劃，李慧詩心
中有數，表明會逐漸淡出，以幫助師
妹們接班為首要任務，明年亞運會暫
時亦只打算出戰團體競速賽：「在這
段休息時間最想念的是一班師妹，她
們在我比賽時給予我很大動力，明年
亞運會是我計劃的一部分，不過暫時
不打算出戰個人項目，但就肯定會參
加團體競速賽，希望能給予師妹們進
步及發揮的空間。」李慧詩亦表示東
京奧運前的一年多沒有正式比賽，其
間她親身籌備過多次隊內測試賽，在
策劃過程中感受到不少樂趣，未來或
會嘗試更多賽事籌備及推廣工作。

明年首出書 以傷疤做主題
目前將重心放在讀書的李慧詩亦即
將有個全新的「成就解鎖」，明年初
將首度出版新書。她表示自己 2019
年已經開始寫，由於要兼顧比賽及訓
練一直進展很慢，不過這本著作明年
初便可以面世：「這本書會以『傷
疤』為主題，講述運動員如何克服困
難，希望可以藉文字鼓勵所有香港
人。」

●香港殘疾運動員在深圳大運中
心進行封閉集訓。 殘奧會圖片

●李慧詩（左）、李振豪和一眾市民大玩
運動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蘇州申辦世外賽 12 強主場比賽

●陳潤潼（中）入球後與隊友馬文政
（右）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 U23 憾負南區
雖敗猶榮獲讚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上仗慘
吞東方龍獅7蛋的香港U23，昨日重陽節
假期於菁英盃硬撼冠忠南區，在半場落
後 3 球下，換邊後憑陳潤潼及吳文希兩
度建功，最終以 2：3 僅負。儘管已兩連
敗，但整體表現獲得霍啟山等足總高層
讚賞。
9月成軍的香港U23，今屆首戰在旺角
場曾以 1：1 與晉峰言和，惟上仗到訪元
朗大球場，卻大敗在東方龍獅腳下。昨
日重臨「福地」，遇上賽前與其餘兩隊
並列第 2 位的冠忠南區，上半場表現拘
謹，一度陷於劣勢。冠忠南區 21 分鐘由
史堤芬彭利拿混戰中打破悶局後，完半
場前再有鞠盈智助攻予杜度頂入後，自
己再建一功，遙遙領先3：0。
正當旺角場 722 名入座球迷都以為會

再次見證到一場大屠殺時，香港 U23 卻
大打爭氣波，穩守最後一度防線的謝家
榮多次高飛低撲，令冠忠南區鋒將在整
個下半場只能望門輕嘆。更令人驚喜
的是，67 分鐘後備上陣的陳潤潼，落
場只 3 分鐘便接應直線單刀射破伍瑋
謙十指關。到補時階段，吳文希接應
傳中近門頂入，令球賽末段掀起一
輪高潮，只可惜為時已晚，最終仍
以1球憾負。
儘管輸波收場，但香港 U23 在
遭逢大敗後立即重新振作，以張
健峰為首的教練團也應記一功。
贊助球隊班費的足總副主席霍啟
山及董事胡偉民等高層亦贈上
一句「繼續努力」，表示滿意
球隊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男足
在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12強賽以2：3不敵沙
特後，昨日國足終結束長達 40 多天的西亞
之旅飛抵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全隊按
防疫規定在機場接受核酸檢測後，便
通過「氣泡式」防疫閉環集體轉赴蘇
州太湖太美香谷里酒店的駐地，一
邊接受「14＋7」封閉隔離，一邊啟
動下階段備戰工作。據內地傳媒報
道，在中國足協與各方的積極爭取
下，中國隊極有望在蘇州參加 11
月進行的兩場 12 強賽主場比賽。
若能如願，賽事將適度向觀眾開
放。

據多家內地傳媒報道，國足於 11 月對陣阿
曼和澳洲的兩個主場比賽有望在國內進行。
而作為國足 40 強賽的主場，蘇州已為承辦國

●霍啟山（右二）及其他足總高層賽後勉勵
U23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蘇州申辦 11 月世外賽 12 強國足主
場比賽。
資料圖片

國羽挫印度

首名晉級湯盃 8 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湯姆斯盃羽
毛球賽（世界羽毛球男子團體錦標賽）昨在
丹麥奧胡斯結束最後一輪小組賽。中國隊
以 4：1 挫印度，小組首名晉 8 強。另外，香
港時間昨日凌晨，2021 年優霸盃（世界羽毛
球女子團體錦標賽）結束了所有小組賽後進行
了 8 強抽籤。賽會頭號種子日本隊在上半區首
先對陣印度隊，國羽在下半區迎戰中國台北
隊。
於小組三連勝、首名出線的國羽，8 強戰對陣
戴資穎缺陣的中國台北隊，不論單打還是雙打，
國羽優勢都比較明顯，應可順利勝出晉級4強。準
決賽迎戰泰國或印尼隊。上屆優霸盃，中國隊在準
決賽以 2：3 意外輸給泰國隊，無緣隊史第 15 冠。
如果今次中國隊再在準決賽面對泰國隊，會是一場
名副其實的復仇之戰。

唐佳麗射入留洋生涯首球

足該兩個主場的比賽啟動了相關的準備工
作，目前正等待審批中。不過，由於疫情防
控形勢仍非常嚴峻，審批程序較為複雜。澳
洲和阿曼兩支球隊前來中國比賽，前
提必然是要獲得通行綠碼。在 40 強
賽原定在蘇州比賽的情況下，因為同
組對手球員受到感染的緣故，國足不
得不臨時另找中立場地去完成比賽。
世外賽 12 強賽，4 輪過後國足 4 仗
積 3 分位居小組第 5，爭取躋身小組
前三名的難度越來越大。

●何濟霆/周昊東（右）
不敵印度組合。 法新社

長話
短說

香港時間昨日凌晨，英格蘭
女足聯賽盃小組賽首輪，熱刺以
1：0 戰勝查爾頓，中國球員唐佳
麗（右圖）首發上陣，並於比賽
第 51 分鐘射入本場比賽唯一的進
球，幫助熱刺女足小勝對手。這也
是唐佳麗留洋後的第一個正式比賽
的進球。今年 7 月，唐佳麗加盟英
超熱刺女足，在此前的英超首輪比
賽中，她身披 9 號球衣替補登場，完成熱刺女足正式比賽首秀。據內
地傳媒報道，中國足協已啟動女足「留洋計劃」，全力推動本土年輕
女足球員前往海外踢球。
●中新網

亞洲花滑公開賽北京揭幕

北京首都體育館本月 13 日到 24 日舉
辦花樣滑冰和短道速滑兩項國際賽事。
其中「相約北京」2021/2022 亞洲花樣
滑冰公開賽於本月 13 日至 16 日在首都
體育館舉行（右圖）。本次公開賽設有
男子單人滑、女子單人滑、雙人滑、冰
上舞蹈 4 個小項，共有來自 9 個國家和
地區的32名運動員報名參賽。
而 2021/2022 國際滑聯短道速滑世界盃則於 10 月 21 日至 24 日舉辦，世
界盃完全按照冬奧會賽時設 9 個小項，賽事同時又是北京冬奧會資格賽，
賽事規模大，入境人員多，賽事要求高，保障任務重，受到高度關注，世
界頂級短道速滑運動員將齊聚首都體育館。
●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