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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星期訓練時間及在上場比賽鼻及
手受傷，但Rex卻未受任何影響。比賽
一開始，Rex 便採取主動，利用埋身打
法快速出拳。印尼對手巴賈瓦於第三回
合曾奮力還擊，但仍不敵Rex的快速攻
勢，Rex 多次成功將對手逼到繩邊連環
出拳，最終 Rex 在第 5 回合技術性擊倒
（TKO）對手，以 14 場連勝再創奇
蹟。
當拳證即時終止比賽的一刻，Rex 跪
地慶祝，真情流露前所未有。教練劉志

遠透露，明年 2 月會是他挑戰世界金腰
帶的時候。而從今場比賽看，Rex 面對
更強和更有經驗的對手時，其經驗尚有
不足，於第 2、3 回甚至險遭對手反客
為主。
而內地拳手楊連慧，則在第 3 回合
把對手泰國的貝翁集擊倒。賽後，楊
連慧認為中國的拳擊運動，目前仍處
於摸索和經驗累積階段。至於主場作
戰的吳國權，昨晚在 6 回合較量中以
點數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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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中菲一役，國奧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直至第四節，
才被對手以77：77追平。但完場前的關鍵時刻陶漢林犯
規，菲律賓罰球 3 罰 3 中，最終，國奧以 1 分之差不敵，讓勝
利從身邊溜走。
至於 18 日的兩岸對壘，雙方球隊均派出「90 後」新秀參
賽，不過中華台北歸化球員昆西．戴維斯及身高 1 米 92 的劉
錚撐起全隊內外線，實力相當不俗。全場比賽，馬坎三分球 3
投 3 中，獨得 22 分，但球隊全場 62 投只有 23 中，37％的命中
率遠低於對手的 52％。外線表現不佳，成為國奧失利一大原
因。此外，國奧 27 次失誤，令中華台北隊利用國奧的失誤拿
下 31 分，幾乎是國奧 16 分的兩倍，而他們賴以成名的防守反
擊更在第四節後半段將國奧徹底擊潰。
賽後，國奧主教練王懷玉語氣低沉地總結道：「這場比賽
之前，感覺到隊裡有些壓抑，大家比較年輕，把這場球看得
比較重，上半場很多該進的球打不進，使的勁不對，這是球
隊成長的代價，這場球也是我們應該交的學費。」

會，中華台北隊再以
82：79逆轉奪金。
另外，正在為亞錦賽熱身的國籃，18 日晚在中歐錦標賽昆
山站首日角逐中，以 93：95 不敵塞爾維亞。由於一日內兩支
「國字號」男籃遭遇失利，有內地媒體嘆謂：「7．18
是中國籃球灰暗的一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奧主帥王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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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帥：這是成長代價
「（中華台北）這個類型的隊伍我們沒有打過，所以之前
充分考慮了困難，之前打日本時中華台北也明顯是在打防守
反擊。所以，我們在全力以赴地阻止對方打防守反擊，我們
上半場做到了，但後來做得不好，這是對方的優勢，也是他
們贏球的關鍵。」
「比賽失利完全是教練的責任，我來承擔。」他補充道：
「我們這個隊伍的問題還很多，包括基本技術與基本能力
（都不夠），回去之後需要繼續加強基本功的訓練。球隊回
去會做認真的總結。」
此次敗北後，國家男籃一年內連續第三次不敵中華台北。
過去中華台北隊在國際賽事常有「恐陸症」，但 2013 年的亞
洲男籃錦標賽，該隊上半場一度落後 17 分，在下半場逐漸追
回落後且取得超前，最後也以 96：78 獲勝。天津的東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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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納哥鑽石聯賽 李金哲稱雄
在當地時間18日進行的國際田聯鑽
石聯賽摩納哥站中，中國選手李金哲
依靠最後一跳的出色發揮，以 8 米 09
逆轉獲得男子跳遠冠軍。
最後一跳開始前，來自荷蘭的世錦
賽亞軍蓋薩赫以 8 米 01 排在首位，不
過李金哲在最後一跳中交出 8 米 09 的
答卷，成功逆轉。
美國短跑名將加杜連延續着近來的
良好狀態，獲得男子 200 米冠軍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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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星如勝出後跪地激情慶祝。潘志南 攝

中華台北負伊朗摘銀

國奧男籃 18 日晚在武漢亞洲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中國奧
運金牌得主鄒市明昨晚出戰在澳門舉行的
「皇者之戰」蠅量級賽事，他與對打苦苦
糾纏10個回合後，最終以點數擊敗哥倫
比亞對手路易斯．德拉羅薩，勇奪WBO
（世界拳擊組織）國際金腰帶。而「神奇
小子」、香港拳手曹星如（Rex）也在最
輕量級（Bantamweight，118磅）賽事技
術擊倒印尼對手巴賈瓦，成功取得職業生
涯14場不敗紀錄。
曹星如今次出戰 6 回合賽事，即使只

時，還以 19 秒 68 創造該項目的今年
世界最好成績。
「起步的時候我按照 100 米的節奏
來跑，之後我就保持住這種勢頭。這
個成績讓我有些吃驚，這是我第一次
跑進20秒」，加杜連說。
兩周前，32 歲的加杜連在洛桑站以
9 秒 80 創造了男子 100 米的賽季最佳
成績。
加杜連曾獲得雅典奧運會 100 米金

路透社

牌，還在 2005 年田徑世錦賽上拿到
200 米冠軍。但此後他因服用禁藥遭
到 4 年禁賽，在今年「牙買加閃電」
保特因傷「作壁上觀」的情況下，這
位老將把握住了機會，重新佔據男子
短跑項目的領先地位。
本站還創造了多項佳績。在男子
800 米比賽中，博茨瓦納選手阿莫斯
以1分42秒45獲得冠軍，同時將肯尼
亞名將基普羅普此前創造的今年世界
最好成績提高了一秒多。奧運冠軍和
世界紀錄保持者魯迪沙獲得該項目第
五。
來自肯尼亞的西．基普拉加特獲得
男子 1,500 米冠軍，成績是 3 分 27 秒
64，這可以排在該項目的歷史第四
位。基普羅普以 3 分 28 秒 45 獲得第
二。
在其他項目中，男子
110 米欄冠軍歸屬法國選
手拉加德，成績是 12 秒
95，這是他今年第四次獲
得該項目冠軍，世界紀錄保持者梅里
特只獲得第七。
■新華社

翻騰3周半抱膝）難度很大，而且自己現在有些發
胖，「所以發揮得不好」。
而剛剛與陳若琳共同獲得女子雙人 10 米跳台冠
軍的劉蕙瑕，當天同樣在第四輪出現失誤，只拿
到 37.95 分，劉蕙瑕賽後說：「207C（向後翻騰
3 周半抱膝）平常練得就不太好，以後需要加強穩
定性」。在談到獲得銀牌是否有遺憾時，劉蕙瑕
表示，自己平時的主項是雙人，這次在單人項目
上得第二「也不完全是壞事」，有利於今後進一
步的努力。
■中新社

中華拾錦
台名帥率廣西奪NBL冠軍
在亞洲盃，「90 後」中華台北二隊打敗國奧男
籃；在內地聯賽，由台灣名帥邱大宗率領的廣西威
壯隊，18 日晚以 86：64 戰勝江蘇同曦，最終以 3：0
的大比分橫掃江蘇同曦獲得 2014 NBL 總冠軍。 廣
西威壯籃球俱樂部 2 成立一年，即在邱大宗的率領
下奪得冠軍。NBL（中國男子籃球聯賽）是中國男
子籃球職業聯賽（CBA）下一級聯賽。NBL 球隊至
少需四個賽季較好成績，才能進入晉升 CBA 聯賽評
選行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林丹王睜茗會師台羽賽
2014 年世界羽聯黃金大獎賽台北公開賽，國羽名
將林丹和王睜茗分別擊敗各自對手會師男單決賽，
其中後者以 21：18、21：16 淘汰香港的魏楠。女
單，國羽金花劉鑫以 23：21、21：11 艱難地打敗香
港球手葉姵延闖進決賽，將與韓國名將成池鉉爭
冠。至於同樣晉級四強的香港混雙組合陳潤龍/謝影
雪則以11：21、12：21不敵印尼組合無緣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環青海湖公路單車賽落幕
■ 李金哲今年 3 月出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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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後」跳台新星摘金奪銀
中國女子跳水隊小將黃小惠以總分 373.60 的成
績，18 日奪得女子 10 米跳台決賽金牌，而亞軍劉
蕙瑕以 19.25 的分差獲得銀牌，這兩位 17 歲的選
手均是中國跳水女隊「90後」新生代力量。
在當天上午的準決賽中，黃小惠與劉蕙瑕分別
以第一、第三的成績進入決賽，然而決賽過程
中，由於緊張，兩位小將的表現還是讓大家為她
們捏了把汗。
在第四輪自選動作中，黃小惠率先出現較大失
誤，僅獲得了 45.9 分。賽後她坦言，307C（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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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男籃昨在武漢與伊朗爭
奪亞洲盃冠軍。雖然有 NBA 球星林
書豪隔海加油，但中華台北隊仍以
79：82 不敵屈居亞軍；伊朗則成功
衛冕。
中華台北是一支以潛力新秀為骨
幹的球隊，隊中有球員曾參加過林
書豪籃球訓練營，並且憑藉這球員
的出色發揮，八強射日，四強力壓
國奧隊躋身金牌爭奪戰，讓外界看
到台灣籃壇新勢力。對此，正在台
北出席「2014 國泰夢想『豪小子』
林書豪籃球訓練營」的林書豪隔
海為他們打氣，他稱他知道他
們（胡瓏貿和周儀翔）參加
過訓練營，並對中華台北取
得的成績感到高興，希望他
們繼續贏球更進一步。
決賽首節，中華台北歸化球
員戴維斯在內線給伊朗隊製造
了巨大的麻煩，他連砍 10 分幫助
中華台北開場以 15：10 領先。但
在名將哈達迪的帶領下，伊朗隊逐
漸找到進攻節奏，並打出一波 16：
6 的攻勢，以 26：21 反超。其後，
伊朗雖在進攻上出現問題，令中華
台北隊抓住機會追成 36 平；但第
三、第四節，衛冕冠軍再沒有給對
手反超的機會，將領先優勢一直保
持至完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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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14 天 13 個賽段的激烈爭奪，19 日，第 13 屆
環青海湖國際公路單車賽在蘭州落下戰幕，最終，
哈薩克選手大衛德諾克問鼎總冠軍。環青海湖國際
公路單車賽 7 月 6 日正式開賽，分別在青海、甘肅、
寧夏三省區舉行，賽事總距離為 3792 公里，比賽距
離為 2205 公里。有來自世界各國和地區 22 支隊伍
219 名選手報名參賽，獎金由去年的 70 萬美元提升
至100萬美元，繼續保持「獎金亞洲第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