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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凱琹(左)為港隊增
添1枚銀牌。 中新社

■霍震霆
霍震霆((左 3)、霍啟剛
霍啟剛((右 2)與乒總主席
余國樑((左)祝賀杜凱琹
余國樑
祝賀杜凱琹((右 3)摘銀
摘銀。
。中新社

蔡俊彥

混合賽成功復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許娣
聞 南京報道)南京青奧會昨日迎來第 4 個比賽日，
國家隊無懸念的包攬乒乓球男、女單打冠軍，港
隊女單小將杜凱琹屈居亞軍，為港隊進賬第 4 枚銀
牌。另外，港劍擊隊昨日在洲際混合團體賽項

港隊進賬兩獎牌 劍擊混團賽首奪金

目，憑錢其樞及蔡俊彥代表「亞大一隊」擊敗歐

乒乓球對杜凱琹來說相當於生命，她
續說：「我這麼多年都為了它而活，所
洲一隊奪金，亦是香港首枚青奧金牌。至於獨取 2
有情緒都因它而來。」教練張瑞表示，
枚銀牌的何詩蓓，昨晚在女子 200 米自由泳決賽只
杜凱琹每天訓練非常刻苦努力，為了參
加青奧會也是一直努力着，做了很長時
游出 2 分 0.08 秒，位列第 6 名，無緣獎牌。
間準備。對於她整體的比賽表現非常滿
凱琹昨日在乒乓球女單決賽，由於失誤過 意，因為她現在還不到18歲。青奧對杜凱琹來說已
多，丟掉前 2 局比賽。戰至第 3 局，杜凱琹開 經是最重要的比賽，青奧可以獲得獎牌，對其信心方
始發力，並以 11:6 扳回一局。不過，杜凱琹在第 4 面肯定會增強很多，接下來還有亞運以及世錦賽。
局試圖以刁鑽角度左右調球失敗，最終以1:11大敗
作為港乒隊即將參加亞運會的最小運動員，在青
一局，最後杜凱琹以總局數 1:4 惜敗於國家隊的劉 奧會上的表現已經很出色。杜凱琹說希望通過青奧
高陽，為乒隊開齋，亦為港隊獲得第4枚銀牌。
會，為之後的各種大賽積累經驗，對以後的職業生
涯都是一段很好經歷。同日，港隊 2 名羽毛球手李
發揮欠佳感失落
卓耀、吳芷柔雙雙在單打敗北，止步8強。
杜凱琹一直以來最大的夢想就是參加青奧會，今
獲得冠軍的劉高陽也表示，不是國家隊奪冠軍
次進入決賽最終與金牌擦肩而過，她表示很失落， 就沒有壓力，這次比賽就很有壓力，以前都有2、3
賽後含淚表示：「我覺得之前比賽發揮的都很好， 個隊友一起參加，所以會放鬆些，但這次只有一個
但是決賽發揮一般。我失落不是輸贏的問題，而是 人，如果輸了就真的被淘汰，所以到奪
遺憾自己並沒有發揮好。」

冠的那一刻才放下心來。
男單方面，現世界排名第 3 的國手樊振東，以總
局數 4:2 擊敗日本選手村松佑都摘金。樊振東賽後
表示，接着的目標就是希望成為史上首名同時拿到
青奧會和奧運會乒乓球男單冠軍的選手。

杜

中華拾錦
王成快轉投葡乙球隊
荷甲勁旅阿積士周一宣布，年僅 19 歲
的中國小將王成快將轉投葡乙球隊科英
布羅斯。王成快去年 9 月才加盟阿積
士，成為球隊史上首名中國球員，去年
11 月 11 日首次代表阿積士預備組上陣，
合共僅為預備組正式上陣過 2 次，結束
短暫的荷蘭職業生涯。

夥拍他國劍手感壓力

中國女排新陣 首戰勝
「利」
2014 年世界女排大獎賽總決賽昨日在東京
揭幕，缺少 4 名主力的中國女排，由曾春蕾擔
任隊長率領新陣出擊，結果以總局數 3:1 擊敗
比利時，旗開得勝。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賽
後表示，讓 4 名主將回京休整，目的是讓年輕
隊員大膽發揮，無後顧之憂。中國女排今日
硬撼巴西隊。(有線62台今日1:55p.m.直播)
中國女排在澳門站結束後，讓 4 大主將朱
婷、惠若琪、魏秋月和徐雲麗回京休整，總

■曾春蕾(左)拿到全隊最高分。

法新社

兩人被逐 恒大敗走悉尼

■前排左起：曾春蕾、袁心玥及李靜築起
人牆攔網。
新華社

巫師後衛
登長城圓夢
■孫楊展示一身肌肉。

網上圖片

港隊青島帆船賽戰績平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宇軒 實習記者
張睿文 青島報道)2014 青島國際帆船賽
周一結束，經過 4 個比賽日共 26 個輪次
的場地賽、長距離賽等激烈角逐，龍子
級、琺伊 26 級、博納多 F40 級 3 個級別
比賽均決出前 3 名，分別參加琺伊 26 級
和博納多 F40 級的香港「再飛（JAAFIS）」隊和「驚喜」隊，分獲各級別第6
名與第8名，成績平平。

國家女壘勝「古」輸「加」
中國隊周一在荷蘭女子壘球世錦賽接
連迎來 2 場比賽，結果以 0:2 不敵加拿
大，以及以 2:0 擊敗古巴，錄得 1 勝 1
負。目前在 A 組則取得 5 戰 2 勝 3 負。中
國隊在小組餘下還有對新西蘭和俄羅斯
的比賽。
■新華社

至於與其他國家選手組隊參賽，蔡俊
彥坦言有點壓力：「感覺比較奇妙，因
為跟不同國家的隊員一起合作。雖然感
覺比較興奮，但同時壓力也很大，因為
我不知道其他隊員會怎麼打。我很開心
做好了自己的本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錢其樞
錢其樞((左)、蔡俊彥
蔡俊彥((下)與亞大
一隊成員合力摘金。
一隊成員合力摘金
。 劍總圖片

孫楊騷肌迎接仁川亞運
仁川亞運會進入倒計時 30 日，上周結
束 2 個月澳洲特訓返京的中國游泳明星
孫楊，正作最後備戰，昨日更在微博上
載一張赤裸上身的照片，一副「戰鬥
格」的寫道：「仁川亞運會 30 天倒計
時！今年一直為着這個目標在默默奮
鬥，大家看我準備好了嗎？」孫楊在今
屆亞運將參加男子200、400和1500米自
由泳，以及 4×100、4×200 米自由泳接
力共5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日前為港隊在男子花劍個人賽摘得 1
枚銀牌的蔡俊彥，昨日在洲際混合團體
賽代表亞洲－大洋洲一隊(簡稱「亞大一
隊」)以30:26擊敗歐洲一隊奪金。在比賽倒
數第2局中，蔡俊彥與波蘭劍手扎德科夫斯基
再度相遇，結果蔡俊彥以 7:5 獲勝，報卻男子花
劍個人賽決賽的一箭之仇，蔡俊彥賽後表示，成
功復仇證明自己有實力拿到冠軍。
青奧會劍擊洲際團體賽每隊由不同劍種的3男3
女組成，同性別和同劍種的運動員將在比賽中相
遇，蔡俊彥與港隊隊友錢其樞(重劍)、2 名韓國及 2
名日本劍手組成亞大一隊，出戰由波蘭、俄羅斯和
意大利劍手組成的歐洲一隊，結果亞大一隊獲勝。
蔡俊彥賽後說：「感覺好像成功復仇。其實我覺得
我的實力比他強，但是昨天(前天)自己
沒把握好機會，今天(昨天)證明其實我
也可以打倒他。這次能夠打敗他，證明
我也有實力去拿冠軍。」

年輕隊員無後顧之憂
郎平在賽後記者會上表示這套陣容以前練
得不多，希望隊員在場上能有更多交流，而
在比賽的後半段做得比較好。她續說：「年
輕隊員此前出場機會不多，希望這次給她們
更多機會。老隊員回京調整，而不是留下來
打替補，也是為了讓年輕人沒有後顧之憂。
希望年輕隊員能夠放開手腳，在後面的比賽
中有更好發揮。」
仍未滿18歲的袁心玥是役後備上陣，2局比
賽獲得 8 分，成為場上焦點之一。郎平指出袁
心玥很年輕，以前一直打少年比賽，故不會
急於用她打正選，而會讓她逐漸積累成年比
賽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廣州恒大在亞冠衛冕之路遇上挫折，昨日在8強首回合賽事作客澳職
球隊西悉尼流浪者，先後有張琳芃及郜林在下半場末段被逐，只餘9人
應戰，最終以0:1敗陣，晉級出現危機。
恒大是役盡遣意大利雙雄迪亞文迪、基拿甸奴以及巴西外援艾傑臣
三大射手正選攻堅，上半場取得不少攻勢。開賽5分鐘，郜林在門前混
戰射門，可惜省中對方球員出界。4 分鐘後，艾傑臣主射罰球僅告斜
出。19 分鐘，迪亞文迪妙傳入楔禁區的基拿甸奴，後者射門被主隊球
員成功解圍。完場前1分鐘，廖力生在禁區外突施冷箭，惜被西悉尼流
浪者門將科維奇撲出底線，半場雙方互無紀錄。

効力巫師的 NBA 球星禾爾周一在北京展開
2014「不負夏日」中國行之旅。禾爾的姓氏在
中文是「城牆」的意思，因此登長城是其一直
以來的願望，去年中國行時未能如願，今年夢
想終於實現。
禾爾在長城邀請了數名北京球迷上場，一同
分享 3 分球的訓練結果。最後出場的禾爾 5 投 4
中。完成 3 分比賽後，禾爾擔任入樽大賽裁
判，並向小球員加以評點和指導。禾爾隨後還
將前往瀋陽、青島和成都等城市繼續中國行。

張琳芃 郜林末段領紅

換邊後 15 分鐘，西悉尼流浪者打破缺口，後衛戈萊奇左路助攻，在
禁區內起腳射門入網。完場前1分鐘，張琳芃被指向對方中場球員拉羅
卡「開㬹」，結果被球證直接以紅牌驅逐離場。補時階段，郜林亦領
紅牌被驅逐離場，最終只餘 9 人應戰的恒大以 1 球飲恨，下周三將返回
廣州主場進行次回合賽事，力爭收復失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期待向皮雅斯學習
在即將展開的新賽季，禾爾將與前塞爾特人
球星、37 歲老前鋒皮雅斯成為隊友，對此禾爾
表示：「皮雅斯是一名非常有領導力的球員，
他知道如何去贏波，手上有冠軍指環，作為一
名老球員，知道如何幫助新球員去提高，增加
他們的自信心。我跟皮雅斯已經有很多次交
流，而且非常期待在比賽前有機會跟他一起更
好地學習，更好地比賽。」
對於新賽季，禾爾更是充滿期待：「我個人
的目標是成為全明星球員，做一個更好的控球
後衛。對於球隊，希望能打進東岸決賽。」
■新華社 ■禾爾在長城投籃。

決賽改由曾春蕾出任隊長領軍，最終「曾
隊」未有令郎平失望，首仗面對新崛起的歐
洲勁旅比利時，個人取得全隊最高的 19 分，
賽後還被選為今仗的最佳球員。她帶領中國
女排以 25:19、25:27、25:18 和 25:15 的局數，
打開今屆總決賽的勝利之門。

■ 艾 傑 臣 ( 左)
遭哈密爾從後
攔截。 路透社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