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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南博
會「百利

達盃」WBC 世界
拳王爭霸賽於 7 日晚
在昆明世博園舉行，
來自中國、印度、菲律
賓、泰國的 12 名男女職
業選手共進行了 6 場職業拳
擊比賽。雲南巧家小伙楊興
新儘管沒能在比賽中直接擊倒對
手，但是憑借嫻熟的技巧以及靈
活的步伐，最終由 3 位裁判一致
判定，依靠點數取勝，獲得 WBC
次中量級世界青年拳王金腰帶。
這已經不是年輕的楊興新第 1次向金腰
帶發起衝擊。早在今年 2 月的 WBC 拳王
金腰帶爭霸賽中，楊興新就向金腰帶發
起了衝擊，但他在與泰國名將斯里蒙谷
的比賽中，戰至第 6 回合，楊興新因為眉
弓傷勢嚴重，經醫務人員診斷，出於保護運動員
的角度選擇棄權，無奈失利，他回到俱樂部後，
練得比任何人都苦，終如願以償奪得金腰帶。

■ 楊 興 新 ( 左)
避開對手攻
擊。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芮田甜 昆明報道）7
日，WBC 世界青年拳王金腰帶次中量級比賽
在昆明舉行，中國拳手楊興新在 10 回合比
賽依靠點數戰勝菲律賓拳王高柏，斬獲
WBC 次中量級世界青年拳王金腰帶。

是很有意思的運動，不到最後一分鐘，你絕不會知道會發生
什麼。」熊朝忠向記者介紹，5 月在河南南陽熱身賽擊敗菲
律賓拳手格雷斯後，他回到家鄉投身公益活動，再到雲南馬
關縣的母校麼龍小學教小朋友們畫畫。談到未來打算時，熊
朝忠表示， 7月底，他將在昆明或長沙復出打一場比賽，並
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回歸職業拳壇，重新挑戰 WBC 世界拳王
金腰帶。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拳擊比賽中，眾多香港元素齊聚一
台：拳台邊，曾在 93 年－95 年香港拳擊比賽羽量級三連冠
的國際級裁判張志成是當場三位裁判之一；賽事贊助商是來
自香港的百利達酒莊；而在台下，香港明星魏駿傑等專程前
來昆明為中國拳手助威。隨鄒市明、熊朝忠等內地拳手的
成名，香港近年來也掀起拳擊熱，其中綽號「神奇小子」的
本港拳手曹星如，是現任世界拳擊理事會(WBC)超蠅量級亞
洲洲際冠軍。
■熊朝忠(右)認真
觀看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芮田甜 攝

熊朝忠助威師弟 年底再戰拳王

■ 楊 興 新 ( 中)
慶祝獲得金腰
帶。 新華社

當天比賽中，前世界冠軍熊朝忠也出現在觀眾席
上，為自己的同門師弟加油，他說：「拳擊是很殘
酷的運動，要麼被人打，要麼就是打別人；拳擊也

據內地媒體報道，劉剛這個名字
現在已成為中國職業拳擊的頭號人
物，他曾成功將熊朝忠打造為中國第一個也
是目前唯一一個男子職業拳擊世界拳王。在劉剛旗
下的拳手中，熊朝忠之後最有實力和前途的有兩人，一個
是多次衛冕洲際拳王金腰帶的裘曉君，另一個就是楊興新。
22 歲的楊興新與裘曉君都是從業餘拳擊入門的，但楊興新在獲得雲
南省業餘拳擊第 2 名後沒有進專業隊，而是直接轉向職業拳擊，並在
2010 年開始跟隨曾獲得過中國業餘拳擊冠軍、後在澳洲打過職業拳擊
的劉剛訓練。楊興新與裘曉君都有接受過正規的業餘拳擊訓練，這與
熊朝忠直接從職業拳擊入門不同，因此他們的技術底子比熊好不少。
與裘曉君在技術風格上不同，楊興新更注重於拚打，頭腦沒有裘曉
君靈活，場上應變能力也不如裘曉君，但他的意志品質非常頑強，其
近身拚打風格也更受觀衆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 楊 興 新 ( 右)
向對手出拳。
新華社

男籃亞洲盃 中國伊朗同組

新華社

馮珊珊宏利高球賽領跑

新華社渥太華 7 日電 中國選手馮珊珊在 7 日
進行的 LPGA 宏利精英賽中打出 67 桿、低於標準
桿 4 桿的成績。目前 3 輪過後，馮珊珊的總成績
是 198 桿、低於標準桿 15 桿，暫時以兩桿優勢領
跑。
「今天的開局很好，前 6 洞就取得了低於標準
桿 4 桿的成績。」馮珊珊說，「我的目標是總成
績低於標準桿 25 桿，現在是 15 桿。如果我想完
成自己的目標，就要在明天打出低於標準桿 10 桿
的成績。」不過馮珊珊同時稱，「明天我不會有
任何壓力。」
馮珊珊在第5洞打出「老鷹」，此外她還抓下3
隻「小鳥」。不過在第 16 洞，她打出了個人本周
的第 1 記柏忌。馮珊珊在 2012 年獲得了 LPGA 錦
標賽冠軍，成為第 1 位在職業高爾夫球四大滿貫
賽中折桂的中國選手，去年她又獲得了兩項巡迴
賽冠軍。
韓裔美國選手魏聖美和韓國球手朴仁妃當天都

■馮珊珊(右)在比賽休息時吃小食。

路透社

打出 65 桿，目前兩人以低於標準桿 13 桿並列排
在第 2。「今天的開局有些波動，我難以找到自
己的節奏，不過顯然成績還是很好的，」魏聖美
說。

■法國選手凱文．斯托特。
新華社

韓國隊未有報名參加
作為亞洲地區的一支勁旅，韓國隊並沒有參加本屆
亞洲盃賽事。對此，亞洲籃球聯合會秘書長哈高普解
釋，韓國隊或因備戰世界盃，沒有報名參加本屆亞洲
盃。韓國男籃放棄亞洲盃賽事已有先例，2012年韓國
男籃因故缺席亞洲盃，球隊當時給出的解釋是不希望
競爭對手了解自己的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國乒包攬中
乒賽 4 項冠軍！8 日，2014中國乒乓球公開賽
打響壓軸大戲男單決賽的較量，許昕與馬龍
爭奪冠軍。最終馬龍發揮出色，以 4：1 擊敗
許昕，奪得了個人第 5 個中乒賽的男單冠軍，
同時繼去年包攬中乒賽兩站冠軍後，實現了
男單 3 連冠。馬龍還與樊振東搭檔奪得了男雙
冠軍，一天奪得了雙冠；男雙決賽在兩對中
國組合之間進行，樊振東/馬龍以 3：2 逆轉許
昕/張繼科，神奇地奪得了冠軍。
女單決賽方面，賽會前兩號種子劉詩雯、
丁寧爭奪冠軍。這場決賽一波三折，丁寧在
大比分 3：1 領先的情況下險遭逆轉，不過隨
着強勢拿下決勝局，還是以 4：3 險勝劉詩
雯，就此首次奪得中國公開賽的女單冠軍。
丁寧還與劉詩雯搭檔奪得了女雙冠軍，一天
收穫雙金；女雙決賽在丁寧/劉詩雯與中華台
北組合鄭怡靜/黃怡樺之間進行，丁寧/劉詩雯
展現出了強大的實力，以直落 3 局橫掃對
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為期 3 天的上
海浪琴環球馬術冠軍賽昨日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在最後
兩場壓軸好戲中，來自沙特的阿卜杜拉．薩巴特利和來
自法國的凱文．斯托特分獲聯邦快遞 1.45/1.5 米障礙爭
時賽和華泰博瑞基金上海冠軍賽 1.5/1.55 米障礙爭時賽
的冠軍。

廣州國際龍舟賽港隊揚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7 日，廣州圓
盃 2014 年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在珠江開鑼，103 支龍舟
代表隊在珠江上展開激烈爭奪，最終香港大澳友誼龍舟
會龍舟隊、廣州白雲區人和．廣東省潮商會龍舟隊分獲
標準龍舟男子國際組、公開組 600 米直道賽冠軍。該項
大賽吸引大量市民，兩岸觀賽市民超過3萬人。

跳水墨西哥站施廷懋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8 日，2014 年國際泳聯
世界跳水系列賽最後一站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展開第 2 個
比賽日角逐，男單 3 米板，中國名將何沖獲得亞軍，曹
緣失誤無緣決賽，德國名將豪斯汀奪冠。女單 3 米板，
中國選手施廷懋奪冠。

平潭單車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龍金 福州報
道）2014年「海洋盃」中國平潭國際單
車公開賽 8 日在福建平潭舉行，在公路
車男子精英組（60 公里）項目上，日本
選手窪木一成奪得冠軍，亞軍、季軍分
別是中國青海的車手魏魁和來自江蘇的
車手張楊。

新華社

上海浪琴環球馬術賽落幕
■組委會代表在抽籤儀式上。

國乒包攬中乒賽四冠

■中國隊球員王哲林(左)。

中新網武漢 8 日電 2014 年東風汽車．第五屆男子
籃球亞洲盃賽組委會 8 日在武漢召開新聞發佈會並公
布抽籤結果，東道主中國與伊朗、日本、印尼、印度
同分在 A 組，B 組則包括約旦、中華台北、新加坡、
菲律賓、烏茲別克。
新聞發佈會現場，組委會開啟了本屆男籃亞洲盃票
樣，從 6 月 8 日開始，門票正式對外銷售，組委會還
精心推出了球迷套票。2014武漢亞洲盃作為仁川亞運
會之前亞洲最高級別的籃球賽事，同樣代表了亞洲籃
球的最高水平，將為武漢球迷送上精彩籃球盛宴。
隨後進行的抽籤儀式中，中國、伊朗、日本、中華
台北、印度、新加坡、印尼、約旦、菲律賓、烏茲別
克 10 支參賽球隊分為 A、B 兩個小組。小組賽將從 7
月11日打響，淘汰賽從7月17日開始，7月19日將決
出本屆亞洲盃冠軍。
本次比賽，中國男籃出戰亞洲盃的陣容尚不明朗。
據悉，新一屆中國男籃被分成了國家隊和國奧隊，兩
隊都以年輕隊員為主，熱身賽上表現出色的年輕隊員
王哲林、周琦、李慕豪，國奧隊的趙泰隆、郭艾倫都
有可能出現在7月份亞洲盃上。

中華拾錦

沙排奪銅
■馬龍在
比賽中。
新華社

8 日，在福建晉江舉行的 2014 年亞洲沙灘排球錦標
賽女子組第 3 名爭奪戰中，中國選手薛晨(右)/夏欣
怡以2：0戰勝日本選手西堀健奧/溝江明香，獲得銅
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