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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日本 資格賽連勝兩仗出線

林丹豁達面對無緣世錦賽
日本超級羽毛球系列賽昨在東京體育館開賽，久疏戰陣的林丹

在資格賽中亮相。他先在首輪以 12：21、21：19、21：7 總局數

■林丹順利打
入日本公開賽
正賽。 新華社

2：1 戰勝日本選手阪井一將，後再在次輪以 21：17、21：18 打
敗馬來西亞球手劉國倫，順利取得正賽資格。賽後，被問及無緣
8 月的世錦賽，林丹表現豁達，稱將遵守遊戲規則。

時隔兩年，重返日本公開賽的林丹賽後稱，因世界排名原因致使很多比賽
打不了，此次能夠參賽很開心，希望能有好的表現。他在接受中新網訪

日本超級羽毛球系列賽昨在東京拉開帷幕，中國「全滿貫」球手林丹在資格賽連
過兩關躋身正賽，有望在決賽中與大賽首號種子、大馬的世界「一哥」李宗偉上演
「林李爭霸」。
李宗偉曾在 2007 年、2010 年、2012 年和 2013 年奪冠，而林丹則在 2005 年和 2006
年捧盃。但今年，林丹因久疏戰陣，世界排名僅位居第 35，須從資格賽打起。但這
位「全滿貫」球員先後以 2：1 及 2：0 淘汰日本的阪井一將及馬來西亞的劉國倫昂首
挺進正賽。男單正賽，林丹與2號種子、隊友諶龍同區，林丹首輪將遇到隊友薛松。
除林丹外，中國隊還有三對組合出戰混雙資格賽，結果只有一對組合晉級。張穩
／夏歡在首輪苦戰 45 分鐘以 11：21、21：13、20：22 惜敗日本的渡邊勇大／東野有
紗。作為資格賽的2號種子，劉雨辰／熊夢靜首輪輪空，但在第二輪亮相的他們發揮
欠佳，以 15：21、17：21 連丟兩局敗給日本的數野健太／宮內唯。王懿律／區冬妮
保持良好狀態，以 21：19、21：15 連勝兩局，戰勝日本的小松崎佑也／松尾靜香，
躋身混雙正賽，他們將在首輪遭遇3號種子、韓國組合高成炫／金荷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冠軍是國羽唯一目標

新國足首都集結
備戰熱身賽
新一期中國男足昨天下午在首都機場集結。主帥艾倫佩連圈定的 36 名球員中，
鄭錚因傷退出，廣州恒大的 9 名球員將於今日抵京，其餘 26 名國腳即日前往香河
國家足球訓練基地，備戰6月的三場熱身賽，「佩家軍」正式啟航。
據內地傳媒消息，敲定 36 人集訓名單前，艾倫佩連曾一再強調，進入國家隊的
球員除具備出色的球技外，更需要有責任心和榮譽感。故昨天開始的「艾倫佩連
一期」集訓，正是要從考察隊員態度與責任心開始。
按照計劃，35 名隊員將於今明兩天接受身體機能測試，16 日離開香河，前往瀋
陽備戰與馬其頓隊的首場熱身賽。
對於入選國足的球員名單，艾倫佩連表示，在這 35 人當中，確實存在不少年輕
球員，「這是為中國足球的未來考慮。」他說：「我的工作就是在眾多球員中選
出能夠踢比賽的球員，然後率領隊伍打出好成績。就像是廚師做菜一樣，我想，
沒有廚師會因為自己的食材不是最好的，就感覺自己的工作會很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足昨在首都機場集結
國足昨在首都機場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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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排波多黎各奪冠
時隔四年重返世界聯賽的中國男排，於當地時間 9 日以 3：1（21：23、25：20、
25：22、25：18）逆轉斯洛伐克，以三連勝的不敗戰績，贏得G組波多黎各站的冠
軍。
賽後，主帥謝國臣說：「我們打得很艱苦，我很高興能連贏三場比賽，大家打
出了自己的速度和節奏。這三場比賽一場比一場打得好，基本達到了賽前制定的
目標，打出了個人和球隊整體的信心。」
回顧前 24 屆世界聯賽，中國男排先後參
賽過14次，但2011年至2013年，中國隊未
能獲得參賽門票。今年賽制改革，參賽隊
伍由 18 支擴充到 28 支，中國隊才得以第 15
次進軍這項大賽。
不過，今年的參賽隊伍被劃為級別不同
的三個檔次。AB 組的球隊屬第一檔，CD
組的球隊屬第二檔，FG 組的球隊屬第三
檔；中國屬第三檔。第三檔總決賽定於本
月 27 日到 29 日在斯洛伐克舉行，參賽四隊
為東道主、FG 組第一名和成績最好的第二
名，最終奪冠者明年可升班至世界聯賽的
■二傳手焦帥（藍衫右）組織進
第二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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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系列賽收官 中國豪取 金

而中國羽毛球隊（國羽）總教練李永波則認
為，雖然林丹的缺席對國羽來講不會構成太大的影
響，但對球迷而言卻是一個損失。他說：「我覺得
沒有外卡也應該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去年
世羽賽因為給了林丹一個外卡，有人可能
不滿意，包括李宗偉也有質疑，但最終給
觀眾奉獻了一場很精彩的比賽，這點很重
要。」
李永波同時強調，不管有沒有外卡，男
單奪得冠軍依然是中國隊的目標：「不是
林丹去拿，也要其他人去拿。」
中國羽隊是唯一獲得男單四席滿額的隊
伍，除諶龍、王睜茗和杜鵬宇獲得參賽資
格外，2009 年世青賽冠軍田厚威因新加坡
選手陳昭安的退出而得以遞補踏上通往哥
本哈根的列車。
過去六屆世錦賽，國羽連續在男單項目
稱王，林丹獲得 2006、2007、2009、2011
和 2013 年五屆冠軍，陳金則在 2010 年稱
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宗偉（左）與田兒賢一出席賽前新聞發
布會。
法新社

■王懿律（右）／
區冬妮晉級混雙正
賽。
新華社

日本賽有望林李爭霸

問時表示，自己本來就很希望參加這樣的公開賽。這次比賽要從資格賽
打起，希望能夠一場一場地打好。
談到球迷熱切盼望再度在決賽中看到「林李大戰」，他表示，這次
與李宗偉分別處在上下半區，在相遇前還要一路遭遇很多強勁對手，
包括處在他這一半區的隊友諶龍。他稱諶龍目前的狀態不錯，所以
希望自己盡可能地發揮出好的水平，並最終躋身決賽。
今年 8 月，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將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久
疏戰陣的林丹，目前世界排名僅位居第 35 位，不足以達到參加
世錦賽的資格，再加上世界羽聯拒發「外卡」，令這位五屆世
錦賽男單冠軍無緣衛冕。對此，林丹表現得很豁達。他說：
「我當然希望能參加世錦賽，但遊戲是有規則的，每個人都
要遵守，我能理解這一點。」

隨着國際泳聯跳水系列賽墨西哥蒙特雷站落幕，今
年六站系列賽已全部結束。蒙特雷站，中國隊奪得 6
項冠軍，加上前五站，累計將全部 48 枚金牌中的 39
枚據為己有，再次捍衛了「夢之隊」的榮耀。
據東方網消息，在中國隊所獲的 39 金中，23 枚出
自女選手，其中尤以吳敏霞、陳若琳、何姿、施廷懋
奪冠最多。
吳敏霞於今年 3 月出戰在北京舉行的首站系列賽
時，以 28 歲 4 個月 4 天的年齡取代郭晶晶，成為代表
國家隊參加國際比賽年齡最長的女選手。當時，她與
施廷懋配合，奪得女子三米板雙人項目冠軍。後來，
二人又連續參加了迪拜、倫敦、莫斯科站該項比賽，
實現「四連冠」。
中國隊在今年系列賽保持全勝的另一名女將是來自
重慶的施廷懋。她參加了全部六站爭奪，除前四站與
吳敏霞聯手連獲雙人項目桂冠外，後兩站在加拿大溫
莎及墨西哥蒙特雷站，又奪得三米板單人項目第一，
從而以6金成為今年系列賽奪金最多的運動員。
陳若琳今年參加了前四站比賽，共獲 5 金 1 銀。何
姿也參加全部六站的爭奪，除首站屈居三米板單人項
目第二外，第二到第四站單人項目及最後兩站比雙人
項目皆奪冠而歸。
中國男選手中唯一參加了全部六站角逐的是來自廣
東的奧運會冠軍何沖。他累計獲5金2銀，可謂有得有
失。在男子十米台單人項目，中國隊於今年系列賽先
後派出曹緣、邱波、楊健、陳艾森參賽，僅曹緣發揮
還算穩定，在北京、溫莎站兩奪冠軍。去年世錦賽冠
軍邱波僅在最後一站奪金。
另外，中國隊共有 9 項次比賽無緣冠軍，其中 5 項
次出自男子跳板，不能不承認，中國男子跳板所面臨
的形勢十分嚴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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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穩／夏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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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拾錦
楊樹安赴台告別張豐緒
受中國奧委會主席劉鵬委託，該會副主席楊樹安昨日啟程
赴台。他代表中國奧委會和大陸體育界，將參加於 6 月 11 日
上午在台北舉行的中華台北奧委會榮譽主席張豐緒先生告別
式。張豐緒 6 月 1 日病逝，享壽 87 歲。張豐緒是兩岸體育交
流的開創者和奠基者。在他任職中華台北奧委會主席期間，
兩岸奧委會簽訂了「四六協議」，開啟了兩岸體育交流的大
門。
■中新社

恒大足校西班牙建分校
昨日下午，恒大皇
馬足球學校在廣州恒
大中心舉行西班牙分
校啟動儀式，恒大皇
馬足球學校西班牙分
校籌建工作正式啟
動。首批學員將於 9
月前往分校開始為期
3 年的學習培訓，其 ■恒大足校西班牙分校啟動。中新社
間所有費用由恒大集團承擔。恒大皇馬足球學校西班牙分校
學制為 3 年，從今年起，學校每年均派出 25 名學員赴西班牙
分校就讀，分校學員總規模為75至80人。
■中新社

22 學生完成純血馬課程
在經過 10 個月的學習後，22 名中國學生完成了 2014 迪拜
國際純血馬課程，並於 10 日在北京畢業。此次課程專為中國
的應屆大學畢業生開設，是一項全日制國際化的管理培訓計
劃，至今已開辦了 3 年。培訓期間，學員分為 5 組，分別在位
於澳洲、愛爾蘭、日本、英國和美國的純血馬中心，學習配
種、農業、獸醫、市場行銷、配種銷售、財務、人力資源及
企業管理等。
■新華社

晶晶赴宴賀師弟
■吳敏霞（左）與施廷懋
「四連冠」。 資料圖片

奧運跳水冠軍羅玉通 8 日與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的安徽淮
北籍青年演員趙麗完婚。同為奧運冠軍的師姐兼好友郭晶晶
（左一）應邀赴宴。席間，郭晶晶對合影、簽名來者不拒，
為現場帶來一陣「小轟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