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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單項）昨在蘇州
落幕。東道主中國隊（國乒）繼續一枝
獨秀，奪得五個項目的四個半金牌。唯
一被外國人奪走的半個金牌是混合雙

打，韓國球手梁夏銀與中國名將許昕組
成跨國組合，並最終擊敗各強敵奪冠，
成就了一段新的乒壇佳話。
國際乒聯（ITTF）主席維克特在接

受中新社採訪時表示：「希望未來能有
更多跨國組合出現在世乒賽的賽場
上。」他說。
維克特認為，跨國組合對於乒乓球運

動在世界範圍的推廣具有極大的推動作
用：「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
此舉都能讓雙方派出一名優秀選手，達
到強強聯合的效果。」這個做法只有持
續不斷地做下去，才能在未來真正取得
效果。

「在推廣乒乓球運動的過程中，跨國

組合的做法非常重要，尤其是作為世界
乒壇霸主的中國隊，以其開放的胸懷和
態度備受各國歡迎。」
作為國際乒聯新任掌門的維克特對於

乒乓運動的發展充滿信心。他表示，有
信心將乒乓球運動打造成世界範圍內最
具影響力的五大運動之一。但維克特也
承認，「想在世界範圍內推廣乒乓球，
還需要資金、基礎設施、教育等多方面
的支持，」他告訴記者，自己曾與國際
奧委會主席巴赫溝通，希望通過《奧林
匹克2020議程》，在5年後的東京奧
運會乒乓球比賽中增加第五個比賽項
目，而這個項目極有可能是混合雙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台名將謝淑薇南寧捧盃
威寧盃ITF國際女子網球巡迴賽

收官之戰昨日在南寧舉行，來自中
華台灣的前網球雙打世界冠軍謝淑
薇以6：2、6：3擊敗韓國新星蔣蘇
晶，奪得個人職業生涯第25個ITF
單打冠軍。賽後，謝淑薇坦言，作
為運動員，各種可以打的網球比賽
都已參加過，並且取得了一些成
就，心裡已很滿足。「我年紀比較
大了，和我同一批的選手都走得差
不多了，大家不是退休就是去結婚
生子，這讓我有點緊張，現在，我
能做的只有開心點打球，盡力做好
訓練！」謝淑薇對記者說。

■中新社

在中超（中國足協超級聯賽）第8輪
以3：1大勝升班馬石家莊永昌的北京國
安，馬不停蹄，昨出征韓國，備戰明日
展開的亞冠盃最後一輪客戰水原藍翼的
比賽。雖然踢和即可出線，但正如國安
主帥曼薩諾所言：「我們的比賽目標只
有一個，那就是勝利。」
據《北京青年報》消息，昨日啟程的

北京國安，上仗主場對布里斯班獅吼時
拉傷韌帶的隊長徐雲龍也隨隊出征。相
信如不出意外，徐雲龍將搭檔趙和靖在
明日的比賽披甲。另外，累積黃牌無緣
本場比賽的援將河大成昨也將隨國安赴
韓，領隊魏克興表示：「也讓他回趟家
看看。」

作為國安亞冠最後一輪的對手，水原
藍翼日前遭遇苦戰：在韓國K聯賽，以
0：2不敵排名第一的全北汽車，而且付
出了主力後防金恩善傷退的代價。相比
對手，國安多了一天休息和恢復的時
間，這多少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優勢。
主帥曼薩諾日前在中超聯賽國安大勝

石家莊永昌後談及這場亞冠賽事，他
說：「不論面對哪個對手，我們都要爭
取勝利，沒有哪一場比賽是要追求平局
的。不過這場比賽我們要保持冷靜，因
為平局確實可以保證我們出線。當然，
在這種狀況下，球隊仍會帶着對勝利的
渴望去打好比賽。」
另外，中超聯賽昨晚結束第8輪比賽，

杭州綠城主場以1：1與上海上港握手言
和。第75分鐘努阿提為綠城打破僵局，
第81分鐘埃弗拉助上港扳平，令上港以5
勝3平積18分不敗戰績重返積分榜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在2015年世界體操挑戰盃聖保
羅站2日的比賽中，中國體操隊收
穫3金1銀，領跑獎牌榜。
志在衝擊明年里約奧運會的商春
松在女子高低槓比賽中以15.025分
奪得金牌，德國選手索菲和伊麗莎
白分獲銀牌和銅牌。年僅16歲的中
國小將鄧婭蘭在女子跳馬決賽中以
兩跳平均分14.962分獲得金牌，巴
西選手蕾貝卡和智利選手弗朗西斯
卡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男子方面，蕭若騰在單槓比賽中
以15.125分奪冠，朱曉冬在雙槓比
賽中獲得銀牌，而黃熙在跳馬比賽
中列第五。
體操世界挑戰盃是國際體操聯合

會舉辦的一項
賽事，全年共
分7站，聖保
羅站是第四
站，也是這一
系列賽在南美
洲的唯一賽
站。比賽在1
日 至 3 日 進
行。
為了備戰明

年的里約奧運
會，中國隊比較重視這次比賽，提
前抵達聖保羅進行訓練備戰。中國
隊領隊葉振南此前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表示：「本次比賽主要是為了鍛

煉隊伍、積累經驗，檢驗冬訓成
果，體驗巴西時差、氣候等因素對
運動員的影響。」

■新華社

國安征水原 亞冠爭勝保出線

中國體操隊巴西收穫3金

中超第8輪賽果
廣州富力 0：0 遼寧宏運
北京國安 3：1 石家莊永昌
上海申花 0：3 廣州恒大
重慶力帆 2：2 山東魯能
江蘇舜天 1：0 上海申鑫
河南建業 1：1 貴州茅台
杭州綠城 1：1 上海上港
天津泰達 1：1 長春亞泰

中華拾錦

跳水系列賽 中國奪六冠
國際泳聯跳水系列賽倫敦站比賽當

地時間2日進入第二天，在三個項目的
決賽中，中國選手贏得了女子三米板
和男女混合雙人三米板項目的金牌。
本次比賽在舉辦過2012年奧運會跳水
比賽的奧林匹克公園水上中心舉行，
中國選手在首日比賽中包攬了全部4項
冠軍。其中29歲的吳敏霞與23歲的施
廷懋贏得了女子雙人3米板金牌，總分
為331.50分。
吳敏霞3年前成為歷史上首位在連續

3屆奧運會上贏得這個項目冠軍的運動
員，談到是否參加明年里約奧運會的
問題時，她說：「我正在為此刻苦訓
練。」 ■新華社

不過，唯一
令人跌眼

鏡的是國乒衛冕冠軍、大滿貫選
手張繼科在男單準決賽以1：4慘敗於隊
友方博拍下，無緣三連冠。

張繼科和出生於1992
年的方博同屬國家隊主
管教練蕭戰旗下，兩人
在乒超聯賽又同為山東
魯能隊友，可謂知己知
彼。或許是否受單雙
打雙線作戰的影響，
張繼科昨完全不在狀
態，由始至終被對手
壓制。他先以5：11
和7：11連輸兩局，
儘管第三局以11：5
獲勝，但沒能扭轉頹

勢。反倒是方博充滿衝勁
和活力，以11：9和12：
10拿下這場讓很多人有些

意外的勝利。
賽後，張繼科神情疲憊。他說，沒能

和馬龍會師決賽，讓他倍感遺憾。「方
博對我的打法確實非常了解，整體也拚
得比較兇，而我的調節則慢了些，節奏
上和球的處理上也顯得偏穩了一些。」
他說，復發的肩傷對於連續拉球確有影
響，但輸球的關鍵原因還是在於自己的
打法過於求穩。

張繼科爆冷無緣決賽
本屆世乒賽開始前，很多人希望張繼

科和馬龍在決賽中上演「科龍大戰」，
同時也期待着張繼科成功衛冕，比肩前
輩莊則棟實現男單三連冠（1961年至
1965年），可惜一切都成泡影。最終由
狀態極佳的大賽1號種子馬龍登頂，為
國乒實現6連冠。
至於昨晚進行的女雙決賽，劉詩雯／

朱雨玲對決丁寧／李曉霞，在三
度落後的情況下，堅強地三次
追平。決勝局，她們在8平後

連贏3分拿下，以4：3（8：11、11：
8、3：11、11：8、11：13、11：8、
11：8）險勝，捧得代表世乒賽女雙最高
榮譽的波普盃。

劉詩雯一夜成熟封后
由前晚在大好形勢下不敵丁寧痛失女

單錦標，到昨晚女雙封后，劉詩雯承認
一夜之間成熟了很多。笑容重新綻放在
劉詩雯的臉上，「從昨天到今天我感覺
自己一下子成熟了很多。今天的比賽非
常艱苦，按平常的實力來講我們更佔下
風，丁寧受到腳傷影響，但她一直特別
特別頑強，我跟朱雨玲能夠拿到冠軍，
也是經受了非常大的考驗。」
她還透露，退役後擔任廣東乒乓球隊

總教練的馬琳給了自己很大的幫助：
「他一直陪我到半夜三四點，陪我聊
天、陪伴我，非常感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單

項）昨晚不出意外地再在中

國球手對決爭冠下落幕。馬

龍以4：2勝方博，男單稱

王；丁寧繼女單封后後，再

與李曉霞合作，可惜受傷患

影響未能錦上添花，以3：4

不敵劉詩雯／朱雨玲屈居亞

軍，劉詩雯／朱雨玲首奪世

乒賽女雙冠軍。這樣，連同

日前的女單、男雙及混雙

（跨國組合）三項冠軍，國

乒奪得本屆大賽五個項目中

的四個半金牌，繼續一枝獨

秀。

蘇州世乒賽落幕

國乒再次在世乒賽實現包攬。不過，隊內大將張繼科、許昕、丁寧紛紛受到傷
病困擾。總教練劉國梁認為，新塑料大球帶來的變化之一就是消耗比以前更大。
劉國梁在接受《京華時報》訪問時表示，「改用新材料球後，球的旋轉、速度

減弱，需要運動員用比以往更大的力量去擊球，打起
來也更費勁。平時訓練的時候，隊員們都感覺比以前
要疲勞。一旦比賽強度比較大，肩部反應就會比較
大」。
劉國梁同時還希望國際乒聯在賽程編排方面做功

夫，「以前我們一人身兼4項感覺沒有問題，包括先
打團體再去打單項。現在球改變了，規則改變了，運
動員兼項後影響比較大。像許昕身兼3項，明顯感到
容易透支。包括明年奧運會，將是先打單打再打團
體，運動員面臨更多的兼項，國際乒聯需要去考慮一
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新球消耗大 國乒傷多員悍將 ITTF讚跨國組合 謀混雙進奧運

■許昕（前左）在男單比
賽中接受治療。 新華社 ■跨國組合許昕（左）／梁夏銀奪混雙冠

軍。 新華社

■謝淑薇在領獎台上。 新華社

■張繼科出局後一臉疲憊。新華社

■國安日前在中超第8輪戰勝石家莊永昌。 中新社

■商春松在女子高低槓項目奪冠。 美聯社

■■中國球手包攬女單四強
中國球手包攬女單四強。。左起左起：：亞軍劉詩雯亞軍劉詩雯、、冠冠

軍丁寧軍丁寧、、季軍李曉霞及木子
季軍李曉霞及木子。。

中新社中新社

■劉詩雯（左）與朱雨玲
振臂慶祝。 路透社

■馬龍首奪世乒賽男
單冠軍。 新華社

蘇州世乒賽3日賽果
男單準決賽
馬龍 (中) 4：1 樊振東 (中)
張繼科 (中) 1：4 方博 (中)
男單決賽

馬龍 (中) 4：2 方博 (中)
女雙準決賽

劉詩雯／朱雨玲 (中) 4：1 馮天薇／于夢雨 (新)
丁寧／李曉霞 (中) 4：0 李潔 (荷)／李倩 (波)
女雙決賽

丁寧／李曉霞 (中) 3：4 劉詩雯／朱雨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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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