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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排大獎
賽總決賽今天上
午 11 時 20 分在
日本打響。中國
女排首戰比利時
隊 （ 有 線 高 清
202/ 體 育 台 直
播）。為了蓄力9
月的世錦賽，主
帥郎平安排主將
魏 秋 月 、 惠 若
琪、朱婷和徐雲
麗 直 接 返 京 調
整，而澳門站歸
隊的沈靜思以及
一直在漳州隨亞運陣容集訓的主攻李靜和副攻
喬婷則從北京出發，與球隊在東京會合。
世界女排大獎賽分站賽於17日全部結束，

入圍總決賽的隊伍馬不停蹄地奔赴日本東京，
參加本年度總決賽。考慮到部分主力連續作戰
比較疲憊以及傷病原因，用兵靈活的郎平就中
國女排陣容進行了調整。今年中國女排最重要
的任務是世錦賽，郎平讓四大主力休整的決定
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可以預見，本
次總決賽將成為中國隊的練兵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長達三個月的休戰期後，亞冠
聯賽於今天重燃戰火，各路亞洲豪強
將角逐一個4強席位。率先出場的廣
州恒大將在客場迎來澳超勁旅西悉
尼。和上次遠赴澳洲征戰墨爾本勝利
不同，恒大此次除隊長鄭智停賽外，
幾乎以全主力出戰。（NOW670台
17時30分起直播）
基拿甸奴、劉健、于漢超、李學鵬
四員大將都是首次出征亞冠，其中基
拿甸奴與迪亞文迪、艾傑臣組成的新
外援三叉戟能否攻城拔寨是此役的一
大看點。
本場比賽是晉級四強的關鍵戰，恒

大上下十分重視。賽前3天，納比率
領全隊早早來到澳洲備戰，提前適應
場地和天氣。19日，就在比賽即將打
響之際，西悉尼官網對恒大大加讚
賞：「這場比賽無疑將是俱樂部歷史
上迄今為止最重量級的一場比賽，不
僅面對亞洲冠軍，而且是實力在近年
如此強勁的一支球隊。隨着2012年世
界冠軍隊教練納比的加盟，這支球隊
的勝利不可阻擋，他們目前在中超聯
賽上排名第一。這場比賽，對於我們
的主帥波波維奇來說，任務非常艱
巨。」
這番誇讚雖然有謙虛和示弱的成

分，不過，從紙面實力上來說，恒大

確實技高一籌。西悉尼幾乎是8強中
最弱的，而恒大在奪冠賠率上高居榜
首。
儘管是大熱，但主教練納比並沒有

輕敵。在昨午的賽前新聞發佈會上，
他表示，本輪是亞冠東區4強的比
賽，所有走到這階段的球隊都是很有
實力的球隊，輕敵就意味着在某些方
面先輸了一步。他還提醒球員，西悉
尼球員身體非常強壯，是身體素質非
常好的球隊，要予以提防。
本場比賽結束後，恒大將在本月27

日回到主場迎戰對手。因此，如果本
場比賽能夠獲勝或者收穫一場平局，
對恒大來說都是有利的。

據ATP官網美國時間18日消息，中國兩位男網球手張
擇和吳迪將參加美國網球公開賽資格賽，攜手衝擊大滿
貫正賽。他們在首輪都面對紅土型球員，有希望通過考
驗。
根據美網資格賽籤表，張擇的首輪對手是克羅地亞球

手德里奇，這位1993年出生的小將世界排名在177位，
他最近11站比賽除溫網都是在紅土進行。張擇的世界排
名比對手低5位，從經驗和實力來說都不遜於對手，勝
面還略佔上風。
如果能夠過關，張擇在第二輪的對手是13號種子格姆

波斯和克拉吉塞克之間的勝者，決勝輪可能面對30號種
子、印度球員巴哈姆布里。
吳迪的首個對手是奧地利球員、26號種子梅爾澤。這

位24歲的球員身高1.88米，目前世界排名第145位，奧
地利人已經連續參加了12站紅土賽事。吳迪目前世界排
名第213位，他在美國已經為美網備戰了一段時間，並
非沒有取勝的機會。
如果能夠通過首輪，他在第二輪的對手將在佩特斯齊

納爾和卡斯蒂洛之間產生，而決勝輪對位的種子球員是
巴西人索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苦苦追趕中超「領頭羊」廣州恒
大的北京國安，18日晚終於在北京
工人體育場憑藉費祖拉烏的兩個進
球，以2：1擊敗貴州人和，縮小了
與恒大的積分差距。
此役是中超第21輪的最後一場

比賽，國安面對着一度排出5名後
防隊員並收縮防守的人和隊，開局
進行得十分艱難。不過，雖然狀態
已有所下滑，但半程加盟國安的外
援費祖拉烏仍然顯示出其在門前出
眾的嗅覺和超強的得分能力。比賽
進行到第35分鐘時，國安前鋒迪贊
奴域帶球突入對方禁區後，在一片

混亂中把球傳出，跟上的費祖拉
烏沒有浪費機會，將球輕推入
網，率先得分。
下半時，人和將中場核心米西

莫維奇換上場後，進攻漸有起
色，第55分鐘時，米西莫維奇為
隊友于海助攻，于海將球攻中，
扳平比分。不過，在第85分鐘
時，費祖拉烏接隊友傳中球後，
梅開二度，幫助國安擊敗對手。
此役獲勝，使得國安在少賽一場的
情況下，與排在積分榜首的恒大的
差距縮小到7分。
對於下一場中超比賽又將遭遇本

賽季的苦主山東魯能，國安主帥曼
薩諾表示將會帶着信心開赴客場，
但無疑與魯能的比賽將會十分艱
難。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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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南京報道）青奧會乒乓球比賽昨結束第
三個比賽日的爭奪，世界乒聯青年排名第一的香港選手杜凱琹發揮出
色，一路過關斬將，挺進決賽，坐亞望冠。她決賽的對手將是同樣發
揮出色的國家隊選手劉高陽。
據統計，杜凱琹於本屆青奧會發揮穩健，在決賽前的6場比賽中，

只失兩局。她說，之前的目標一直希望進入決賽。對於決賽對陣國家
隊選手劉高陽，杜凱琹說，「雖然在以前的交手過程中，我從來都沒
有戰勝過她，但我會盡我的全力將接下來的比賽打好。我以後還要努
力，打入奧運會。」
而香港男單選手孔嘉德在八強賽中遇到實力強勁的國家隊選手樊振

東，小將孔嘉德一路追趕，將總比分打至3：3平。但最後一局樊振東
發揮出色，以11：5的成績取得決勝局的勝利。賽後，孔嘉德表示，
接下來他將全力打好男女混合雙打的比賽，爭取取得好成績。

張擇 吳迪
攜手衝美網正賽

國安險勝人和
縮小榜首分差

■國安外援迪贊奴域（右）助攻隊
友。 新華社

■中國女排新秀汪慧敏在
練習中。 新華社

■恒大進行賽前備
戰。 資料圖片

■張擇將出戰美網
資格賽。資料圖片

獲得男子花劍亞軍的蔡俊彥，昨日共參加了三場
淘汰賽。在首戰八強賽中，面對克羅地亞選手

佩塔爾菲萊斯，蔡俊彥在落後的情況下反超對手，
最後以15：12的成績晉級四強。
沒想到逆轉的情況在蔡俊彥的準決賽中再次上

演。在對方搶得賽點、以8：14落後之際，蔡俊彥
並沒有氣餒，反而選擇主動出擊，利用速度
連得7分，最終以15：14的比分反超對手挺
進決賽。
蔡俊彥的決賽對手是歐洲青年錦標賽金牌

獲得者波蘭選手安傑伊．扎德科夫斯基，而蔡俊彥
是去年亞青會金牌獲得者，這可謂是青少年花劍的
「歐亞巔峰對決」。起初，雙方比分交替上升，蔡
俊彥一度領先，比賽時多次爭議回放讓現場氣氛緊
張，對蔡俊彥造成一些壓力。對手連得4分，比分
到14：10時，蔡俊彥主動發出進攻將比分追到14：
13。可惜，最終還是波蘭選手贏得最後一擊，以
15：13獲得冠軍，蔡俊彥屈居亞軍。
賽後，蔡俊彥對記者表示：「很高興，雖然最後

在決賽中惜敗對手，但是高興大於遺憾，因為我是
香港代表隊第一個在青奧會上的擊劍選手，也是第
一個獲得獎牌的劍手。」
每次在落後對手的情況下都能將局面扭轉甚至反

超，蔡俊彥的教練宋文傑認為，他雖然平時有些調
皮，但很聰明，在擊劍方面很有天賦。這也是他在
場上勇敢進攻扭轉不利局面的關鍵。16歲的蔡俊彥
練習擊劍已有8年，而他仍不是一個職業選手，接
下來還要繼續完成學業，但練習擊劍使他成長。
在當晚女子100米自由泳決賽比賽中，何詩蓓再

次以優異的表現獲得她在本屆青奧會上第二枚銀
牌。賽後她表示還是很開心，她說，我在比賽時一
度離第一名很近，但是最後還是得了第二名，有一
些遺憾。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也到現場觀看了擊劍比

賽，對於香港隊取得的成績，他表示，這些年輕人
很有活力也很有希望，這次港隊至少已獲3枚銀牌
（另一枚來自乒乓），完成了賽前的既定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娣聞 南京報

道）南京青奧會昨進入第三個比賽日，

香港代表隊再添兩塊銀牌。其中，男子

花劍選手蔡俊彥在淘汰賽中一路晉級，

最後以兩分之差惜敗波蘭運動員屈居

亞軍。而何詩蓓繼女子200米混

合泳後，昨再在女子100米自由

泳決賽中獲亞軍，贏得她在本

屆青奧會的第二枚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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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凱琹一路過關杜凱琹一路過關
坐亞望冠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明楊 西安報道）
在日前出席南京奧林匹克博物館開館儀式之後，
國際奧委會（IOC）主席托馬斯·巴赫、國際奧委
會榮譽主席雅克·羅格分別收穫了兩份特別的驚
喜，由西安雕塑家創作的兩尊仿真硅像，深受兩
位國際奧委會官員的讚賞。
據介紹，當步入博物館看到自己的仿真硅像

後，巴赫笑着對身旁的人說，「他可比我年輕多
了。」仿真硅像《巴赫》再現了巴赫當選國際奧
委會主席時的情景，「假巴赫」一身西裝，搭配
黃色領帶，手裡拿着一個五環標誌的雕塑小品，
微笑着看向前方。隨後，他微笑着和自己的硅像
《巴赫》合影。

「真假」IOC主席
西安喜相逢

青奧列車
■青奧會正在南
京如火如荼進
行，連當地的地
鐵車廂也成為運
動員爭金奪銀的
「戰場」。

路透社

■何詩蓓再在女
子100米自由泳
摘銀。 新華社

■■蔡俊彥獲得男蔡俊彥獲得男
子花劍銀牌子花劍銀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娣聞許娣聞 攝攝

■蔡俊彥在比賽中
為自己吶喊打氣。

港協提供

■杜凱琹在女單
比賽過關斬將。

港協提供

■巴赫與自己的仿真硅像合
影。 香港文匯報陜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