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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霞（上）和
施廷懋奪女子雙人
跳板金牌。 法新社

國際泳聯擬增男女混合跳水

吳敏霞盼衝擊里約奧運

從倫敦奧運會女子三米板奪
冠以來，吳敏霞被問得最多的
問題就是傷病和退役，16 日
在上海的世界盃跳水賽奪
得女雙 3 米板金牌後，
被幾層記者包圍的
「霞姐」坦率地說
「我想堅持到里約
奧運會」。
腰上、腿上都貼着膏藥
的吳敏霞當日與小師妹施廷懋一
起以絕對優勢贏得了雙人 3 米板的冠
軍，340.50 的分數超過了第二名加拿
大組合阿貝爾／維爾 22 分多。這兩人
是去年巴塞羅那世錦賽的女雙冠軍。
28 歲「高齡」的她目前是「夢之
隊」年齡最大的選手，連記者們有時都
開玩笑地叫她一聲「霞姐」。由於一直
與傷病為伴，很多人認為吳敏霞在倫敦
奧運會奪得女單冠軍後就會退役，但
是她沒有，甚至去年的巴塞羅那游泳
世錦賽或者全運會也不是她的終
點，今年的世界盃當然也不是，
「我現在繼續站在跳板上是希望能
衝擊一下巴西的奧運會，我希望自
己能堅持下去，能站在里約奧運會
的跳板上，」「霞姐」如是揭開謎底。
吳敏霞在本屆世界盃只參加女雙比賽，
不參加單人跳板。「只報一項是因為我的
傷病需要時間調整，領導希望我堅持下
去，所以先以雙人為主，對我來說是一
個緩衝，不管參加什麼項目我都會全
力以赴，」她說，「要堅持下去是件
不容易的事，所以我要一步步考慮以
後。」
「我選擇我要走的路，我也不和任
何人比較，畢竟每個人的能力不一
樣，我只要盡力發揮自己的水準就很
滿足了，」吳敏霞說。
■新華社

中華體壇
前亞冠射手加盟國安
北京國安俱樂部昨正式與前江蘇
舜天射手迪贊奴域簽約。未來，他
將身披 27 號戰袍為北京征戰。過去
兩年的亞冠賽場，為首爾 FC 上陣的
迪贊奴域一度是京城御林軍的夢
魘。「過去一年，我和北京國安交
手 3 次，彼此都很了解。我個人很喜
歡北京國安隊，這支球隊一直崇尚
踢出好看的足球。」迪贊奴域說，
「我知道北京國安對成績有雄心，
我也想完成自己足球生涯的目標，
■迪贊奴域加盟國安。 希望能夠在北京國安這樣的俱樂部
資料圖片 實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小將英國賽居亞
英國青少年高爾夫公開賽 17 日在利物浦西蘭開夏高爾夫俱
樂部落幕，從匯豐全國青少年高爾夫冠軍賽上茁壯成長的兩
名中國青少年高爾夫佼佼者王東禹和王馨迎在最後一輪比賽
中奮勇直追，王東禹獲得並列第 68 名，而王馨迎更是奪得女
子組亞軍，創下中國內地青少年在英國青少年高爾夫公開賽
的最佳成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少年阿根廷受訓

的新嘗試，本屆世界盃以男女混合跳水
賽取代男、女 1 米跳板項目。今年 11 月底，國際泳聯將在全體代
表大會上表決，確定男女混合跳水是否進入世錦賽。對此，中國跳水
隊領隊周繼紅表示：「這項改革無論通過與否，只會對中國跳水隊更加
有利，我們會根據事態進程調整訓練計劃。」

和選拔人才，現在只需要看事態的
發展吧。」
中國隊在 7 月 15 日的比賽中只派
出了兩名非絕對主力參戰，就輕鬆奪得了冠軍。周繼紅
說：「各國跳水隊目前都沒有為此進行專門的準備，我們
也一樣。像奧運冠軍曹緣這樣既報了跳台也報了跳板比賽
的全能選手，因為兼項比較多，練起來也比較累，我們不
會派他參加混合賽，以免影響了他的體力和精力。」

■林躍／曹源奪男子
雙人 10 米跳台冠軍。
法新社

男女混合跳水，顧名思義是由一男一女組成，兩位
選手加起來要完成 6 個無難度系數限制的動作，每

■吳敏霞
吳敏霞（
（右）在頒
獎儀式後向觀眾致
意。
新華社

人至少使用3米跳板和10米跳台一次，然後計算總分來
定勝負。奪得本屆世界盃男女混合跳水冠軍的廣東選
手陳艾森賽後介紹，從比賽場面來看，男女混合跳水
和雙人項目不同，每個人都是跳自己的，但實際上
十分考驗選手的能力，畢竟兼項對跳水選手是不小
的挑戰。
中國跳水隊領隊周繼紅在接受《北京青年報》
訪問時則表示：「這樣的改革對於中國跳水隊是
有利的，因為我們是強者，我們也不缺乏板台
兼修的選手。現在雖然沒有系統地為此訓練，
但我們會根據國際泳聯的改革進程進行調整

11月多哈大會投票表決
跳水項目在國際體壇有不小的影響力，但中國隊的長期
壟斷難免引起視覺疲勞，如今新問世的混合賽讓觀眾找到
了跳水新亮點，對賽制進行積極改革，足見國際泳聯的「良
苦用心」。
國際泳聯執行主任馬庫萊斯庫說，在去年的巴塞羅那世錦
賽上，國際泳聯引入了高台跳水項目，雖然嚴格地說那並非
通常意義上的跳水，而是一種極限挑戰，但是起到了很好的
觀賞效果，受到了大量觀眾的歡迎，這說明進行改革是必須
的、必要的，游泳、跳水項目不能一成不變。他透露：「今
年11月29日在多哈舉行的國際泳聯大會上，我們將對跳水、
游泳、花游等項目提出新的創意，比如游泳的男女混合接力
項目。關於跳水我不能說太多，但肯定會有所改革。可以肯
定的是，男女混合雙人跳水項目將在多哈進行討論，能否在
明年的游泳世錦賽上實施，要看投票的最後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足協盃吹冷風
六中超球隊遭淘汰
2014 中國足協盃第三輪大吹冷風，6 支中
超球隊慘遭淘汰，當中遼寧宏運及上海上港
更分別被業餘球隊蘇州錦富及武漢宏興淘
汰，前所未有。
足協盃第三輪接連出現爆冷賽果，長春亞
泰、哈爾濱毅騰、上海上港、天津泰達、大
連阿爾濱和遼寧宏運這 6 支中超球隊遭到淘
汰，其中遼寧宏運及上海上港被業餘球隊淘
汰更是創下足協盃歷史。遼寧宏運及上海上
港分別於90分鐘內均無法撕破對手防線，結
果在互射12碼階段落敗遭淘汰，比起上海上
港派出二隊出戰，遼寧宏運今仗可謂精銳盡
出，除外援缺陣外，肇俊哲、楊善平、王亮
等主力均有上陣，但面對由學生、白領、公
務員及餐廳服務員組成的蘇州錦富顯得無從
入手，到互射12碼階段王亮及張野均未能射

入，相反蘇州錦富則四射皆中，結果
蘇州錦富以 4：2 力克遼寧宏運晉身 16
強創歷史。

贏球向觀眾派50元利是
另外同樣奇蹟晉級足協盃 16 強的武
漢宏興賽後更有別開生面的慶祝活動，這
支農村球隊為鼓勵球迷繼續入場支持，向每
名到場觀眾派發 50元人民幣的利是，慶祝球
隊創造足協盃歷史。
雖然多達 6 支中超球隊遭受滑鐵盧，幸好
「big4」廣州恒大、廣州富力、北京國安及
山東魯能為中超挽回面子，輕取對手攜手躋
身第四輪賽事，于漢超更為廣州恒大射入加
盟後首個入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台北羽賽
林丹晉男單 16 強
世界羽聯黃金大獎賽台北公開賽，中國大滿貫球手林
丹昨攜師弟王睜茗順利擊敗對手躋身男子單打 16 強。
不過，小將石宇奇負於韓國名將孫完虎止步。中國
男雙僅存李俊慧／劉雨辰一對組合過關，
蔡贇搭檔首輪出局。
作為賽會的 7 號種子，第二輪林丹面對
馬來西亞的吳順發。首局伊始林丹迅速進入
狀態，打得積極主動，以 21：16 先聲奪人。第二局雙方
爭奪更為激烈，比分交替上升，林丹在一度10：13落後
的情況下，迎頭趕上連得 5 分反超，17：16 時把握住機
會，連取 4 分以 21：16 再贏一局，直落兩局淘汰對手。
16強將對陣香港小將譚進希。
另外，世界羽聯昨在其官方網站公佈了最新一期的
世界排名。國羽繼續佔據女單、女雙和混雙三項第
一。男單，馬來西亞名將李宗偉繼續領導群雄，國
羽新銳諶龍居次席、王睜茗第七、杜鵬宇第八，林丹
再升 1 位至第 13。女單中國包攬前三，李雪芮第一，
王適嫻和王儀涵列第二和第三。男雙印尼名將亨德拉／阿
什桑位列榜首，女雙包宜鑫／湯金華排在首位，混雙張楠
／趙芸蕾佔據第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北京國安
（綠衫）勝
瀋陽中澤。
新華社

NBA

■林丹世界排名
升至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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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陣姚基金

女排大獎賽
世界女排大獎賽澳門站將於 8 月 15 至 17 日舉行，中日韓及塞
爾維亞四支隊伍，將聚首一堂爭奪該站冠軍。圖為賽會與贊助商
完成簽約。

正酣，為了適應國際泳聯計劃實施

柏加率 眾星

「圓中國足球夢——加多寶（中國）青少年足球運動員出
國／赴阿根廷培訓計劃」當地時間 16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舉行了啟動儀式。本月 13 日，由 15 名中國青少年球
員組成的集訓隊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將在小保加青年
俱樂部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培訓，其間還將參加三場友誼賽。
■新華社

世界盃跳水賽在上海激戰

■姚明（左二）指導希望小學的小球員。
新華社
姚基金慈善賽將於 8 月 31 日在廣東東莞市
籃球中心舉行。屆時，包括馬刺後衛柏加在
內的多名 NBA 球星將與姚明率領的中國男籃
明星隊進行一場慈善籃球賽。
記者從 17 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了解到，
除了萬眾矚目的籃球慈善賽正賽，2014 姚基
金慈善賽還將舉行系列公益活動，其中包括 8
月 30 日以姚明、巴迪亞為導師的青少年籃球
訓練營活動、籃球之夜慈善會，以及 8 月 31 日舉辦的籃
球嘉年華等。另外，今年 NBA 總決賽後宣佈退役的巴
迪亞，還將在慈善賽期間舉行退役儀式，並與中國球迷
分享自己的職業籃球經歷。
姚明和好友拿殊於2007年首次將籃球慈善賽帶入中國，
今年已是第四屆。姚明告訴記者，將有７至８名NBA球員
前來參加今年的比賽，包括剛剛奪得總冠軍的馬刺後衛柏
加、熱火的巴迪亞以及步行者的佐治希爾，而中國男籃明
星隊組建主要以現役國家隊隊員為班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