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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隆成功闖入加拿大女足
世界盃八強後，當地時間
21 日晚由埃德蒙頓轉赴
渥 太 華 ， 備 戰 26 日 晚
（香港時間 27 日晨 7
時 30 分 ） 進 行 的 八
強賽。由於中國女
足戰績可喜，在
前方督戰的足協
副主席、球隊
領隊于洪臣透
露，足協和體育
總局已制定出一套
獎勵方案，料獎

祝
球迷慶
與
）
（下
新華社
■王霜 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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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渥太華陽光明
夏日媚、氣候宜人。據中

新網消息，中國女足代表團
於當地時間 21 日晚抵達渥太華，下
榻的酒店廣場紅旗招展，鮮花錦
簇。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組織館員、華
僑華人、留學生等近200人歡迎女足姑娘。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羅照輝與代表團領隊、
教練和運動員一一握手，對女足取得的優異
戰績表示祝賀，鼓勵大家再接再厲，再創輝
煌。館員代表和小朋友為女足隊員獻上鮮
花，歡迎隊伍手舉五星紅旗，紛紛高呼「鏗
鏘玫瑰、渥京綻放」等口號，為女足運動員
加油鼓勁。歡迎場面氣氛熱烈，振奮人心。
另據內地傳媒報道，賽後在更衣室鼓勵
隊員們時，中國足協副主席、球隊領隊于
洪臣曾一度激動落淚。隊員韓鵬「浴血奮
戰」—在比賽中頭部受傷，但她裹着紗
布堅持完成比賽，賽後她的傷口縫了6針。

足協 總局已制定獎勵方案

金額空前。

對此，于洪臣告訴
媒體：「賽後第一時
間，蔡主席（蔡振
華）發來信息，他也
是含着淚看完了比
賽，為姑娘們的拚搏
精神所感動。」

女足世界盃淘汰賽

澳洲爆冷淘汰
澳洲
爆冷淘汰巴西
巴西晉級
晉級

2015 年女排總統盃昨在葉卡捷琳堡落下帷幕，U20 中國
國青在最後一輪比賽以 0：3 不敵東道主俄羅斯，屈居亞
軍，俄羅斯則豪取4連勝榮膺總統盃的「9冠王」。
此次總統盃賽，中國派出 20 歲或以下的年輕球手赴賽，
她們在單循環賽中分別以 3：1 力擒捷克、3：1 闖關哈薩
克、3：0 輕取以色列，憑借 3 連勝積 9 分、勝負局 9：2 落
後於東道主位居次席；反觀俄羅斯則依次以 3：0 零封以色
列、捷克和哈薩克，同樣 3 連勝積 9 分，憑勝負局 9：0 高
居榜首。末輪中俄對壘成為名副其實的冠軍之爭。
但這場終極對決，國青的一傳體系明顯成為致命弱點，
掙扎三局後以 10：25、21：25、15：25 不敵。這樣，俄羅
斯總成績 4 勝 0 負 12 分、勝負局 12：0，繼 2003、2004、
2005、2008、2009、2010、2012、2013 年後第 9 次奪魁。
中國3勝1負9分、勝負局9：5屈居亞軍。 ■記者 陳曉莉
■ 龔翔宇
龔翔宇（
（ 右 ） 在比
賽中扣殺。 資料圖片
賽中扣殺。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之日本公開賽
將於本月 24 日至 28 日在神戶舉行。
據搜狐體育消息，出征這一大賽的中
國男乒選手共有 6 人，包括世界排名
前兩位的馬龍、許昕，近來勢頭正猛
的方博、樊振東，以及閆安和尚坤。
女隊陣中除丁寧、劉詩雯外，還有朱
雨玲、武楊、陳夢等名將和小將劉
斐。不過，國乒大滿貫得主張繼科和
李曉霞則高懸免戰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鍾齊鑫奪速度攀岩賽冠軍

2015 國際攀聯世界盃攀岩賽重慶站
21 日落幕。百餘名世界級攀岩高手經過
兩日的角逐，最終由「中國速攀王」鍾
齊鑫在男子速度攀岩比賽中奪冠。加拿
大 l 和日本選手分獲份量最重的男女抱
石賽冠軍。在速度攀岩比賽中，選手們
需要在最短時間內攀上 15 米的巖壁。
在這一環節，曾經 6 次打破世界紀錄的
「中國速攀王」鍾齊鑫顯示出自己世界
冠軍的氣勢，以5.811秒的成績奪冠。
■中新社

麻涌中華龍舟大賽摘四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
道） 20 日上午，2015 中華龍舟大賽溫
州站比賽落下帷幕，東莞麻涌光大龍舟
隊分別奪得 100 米、200 米、500 米職
業組直道競速和總成績四項冠軍。這次
賽事，該隊以 20 秒 504 的成績奪得 100
米直道競速冠軍，平了剛剛在 19 日預
賽中創造的中華龍舟大賽紀錄。在 200

■鍾齊鑫慶祝自
己奪冠。
己奪冠
。新華社

喀麥隆

米直道競速中，該隊首次突破 40 秒大
關，以39秒666的成績奪冠，創造該項
目的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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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21 日，加拿大女足世界盃進行了 3 場 16 強賽
強賽，
，澳洲隊以 1：0
淘汰奪冠熱門巴西，
淘汰奪冠熱門巴西
，爆出本屆盃賽目前的最大冷門
爆出本屆盃賽目前的最大冷門。
。
「桑巴軍團
桑巴軍團」
」歷來在足球版圖上佔據着重要位置
歷來在足球版圖上佔據着重要位置。
。從未缺席過世界盃並
在 2007 年獲得世界盃亞軍的巴西女足同樣是歷屆盃賽的奪冠熱門
年獲得世界盃亞軍的巴西女足同樣是歷屆盃賽的奪冠熱門，
，近幾
年的實力下滑並未妨礙其在本屆盃賽中以3
年的實力下滑並未妨礙其在本屆盃賽中以
3 戰全勝的傲人成績小組出線
戰全勝的傲人成績小組出線。
。
澳洲隊雖然也是世界盃賽的常客，
澳洲隊雖然也是世界盃賽的常客
，但此前卻從未在淘汰賽階段取得過
一次的勝利，
一次的勝利
，因此賽前巴西隊被認為會順利晉級
因此賽前巴西隊被認為會順利晉級。
。
比賽在細雨中的蒙克頓體育場進行。
比賽在細雨中的蒙克頓體育場進行
。有些濕滑的場地更適合澳
洲隊的高舉高打，
洲隊的高舉高打
，但個人技術出眾的巴西隊仍然佔據着場上的優
勢，上半場就有一記頗有威脅的遠射
上半場就有一記頗有威脅的遠射。
。第 63 分鐘時
分鐘時，
，巴西隊的
一次射門打在球門的右柱彈出，
一次射門打在球門的右柱彈出
，錯失了領先的絕佳機會
錯失了領先的絕佳機會。
。
第 80 分鐘
分鐘，
，澳洲隊斷球反擊
澳洲隊斷球反擊，
，維安娜大力轟射
維安娜大力轟射，
，巴西門將撲救
脫手，
脫手
，替補上場的西蒙快速跟上補射破門
替補上場的西蒙快速跟上補射破門，
，射進了本場比賽的唯
一進球。
一進球
。澳洲隊也因此成為繼中國隊之後第二支晉級
八強的亞洲區球隊。
八強的亞洲區球隊
。 ■中新社

■巴西遺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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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女足姑娘的獎勵問題，于洪臣透露，
足協和總局已制定出一套獎勵方案。「因為
我在前方，我只知道方案出台了，具體數字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比歷屆都更高。如果
女足表現好，社會贊助多，可能獎勵會更
多。」于洪臣說。
而網友也呼籲為女足隊員加薪：「別整虛
的，給女足姑娘們來點實惠的。」據了解，
目前女足隊員的待遇有所改善。在俱樂部設
立獎金機制的背景下，目前有少部分女超主
力球員年收入能達 30 至 40 萬。足協希望能讓
一半以上的女足隊員收入達到這個數字。
女足世界盃八強賽，中國隊將於 26 日晚在
渥太華道明體育場迎戰美國與哥倫比亞隊的
勝者。
本屆世界盃加拿大有埃德蒙頓、溫哥華、
溫尼伯、蒙特利爾、渥太華及蒙克頓等 6 個城
市參與舉辦，一共有52場賽事，總決賽將於7
月5日下午4時在溫哥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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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熙 勞麗詩
勞麗詩晉國際游泳名人堂
晉國際游泳名人堂
國際游泳名人堂
當地時間 20 日晚在
美國加州聖塔克拉
拉舉行入堂儀式，
被譽為中國「跳水
之父」的梁伯熙以
及中國跳水運動員
勞麗詩分別選入名
人堂「先鋒跳水運 ■ 梁伯熙
梁伯熙（
（ 右 ） 獲頒
動員」和「跳水運 名人堂證書
名人堂證書。
。 新華社
動員」。
勞麗詩曾代表中國隊參加 2004
國際游泳名人堂總裁布魯斯．
維格當晚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 年雅典奧運會，奪得女子 10 米跳
時說，梁伯熙、勞麗詩入選名人 台雙人冠軍，並奪得個人銀牌。
堂，無疑將激勵年輕一代跳水運 退役後經營自己的淘寶網站。
此次，與梁伯熙和勞麗詩一起
動員。名人堂向全世界敞開大
門，期待有更多中國運動員能夠 入選名人堂的還有荷蘭、澳洲、
羅馬尼亞、美國、克羅地亞、日
進入名人堂。
梁伯熙是第一任國家跳水隊總 本 、 意 大 利 等 國 家 的 游 泳 、 跳
教練，曾培養出大批世界級的跳 水、水球、花游項目人士。
1994 年，國際游泳名人堂迎來
水冠軍和教練員，其中包括中國
第一位世界大賽冠軍陳肖霞、中 的第一個中國選手是 1984 年洛杉
國第一個男子世界冠軍李宏平、 磯奧運會女子 10 米台冠軍周繼
紅。此後，許艷梅、高敏、田
前世界冠軍童輝等。
「（進入名人堂）是對我 60 多 亮、孫淑偉、譚良德、熊倪、伏
年跳水生涯最好的肯定，」梁伯 明霞、彭勃、穆祥雄與其父穆成
熙對記者說。「中國跳水運動員 寬、戚烈雲、胡佳、徐益明等跳
的水平越來越高，希望他們拿到 水、游泳項目知名人士也相繼入
選。
■新華社
更多的冠軍。」

港兩將夏季飄移大賽贏亞季
■飄移大賽烽煙
四起。
四起
。 新華社

2015 紅牛飄移大賽夏季賽 21 日在珠
海落幕，香港車手鄧智侖在當日的決
賽不敵日本車手熊久保信重，屈居亞
軍，另一名香港車手薛焜獲得季軍。
當天舉辦的追逐賽依舊按照排位賽
順序，採用首尾雙車追逐、同場 PK
的方式，11 位參賽車手按照之前排位
賽成績組合分別進入AB發車位兩輪競
技，裁判根據賽車飄移過程中的角
度、速度、後車與前車貼合度以及造
煙程度等因素打分，車手飄移時能否

■勞麗詩在女子 10 米
台比賽中。
台比賽中
。 資料圖片

在甩尾時用車尾撞到新增道具球，也
是一個重要評分依據。
當天賽場地面溫度超40攝氏度，奪標
熱門、20日障礙賽冠軍澳洲車手瓊斯首
先進入八強，毫無懸念再次與師傅末永
直登上演膠着的「師徒追逐賽」。不幸
的是末永直登在轉彎超車時導致兩車相
追，最終雙雙無緣決賽。
鄧智侖和薛焜當天表現優異，輕鬆
進入四強。但是在決賽環節，他們輸
給發揮更加穩定的熊久保信重。
在與熊久保信重對決中，鄧智侖不論
速度和技巧都發揮到極限，他在賽後
稱：「必須多加練習，努力提高，讓自
己保持住優秀車手的地位。」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