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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韓國疫情 79名港將征世大運

■曾德成
曾德成((左 2)主持港隊出征世大運授旗儀式
主持港隊出征世大運授旗儀式。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無懼韓國
「新沙士」疫情持續，中國香港世大運籌委會
昨日如常在浸大舉行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授旗
禮，並由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主持授旗；中國香港將派出來自九個賽項的
79 名學生運動員，出戰將於 7 月 3 日至 14 日於
韓國光州舉行的世大運。
香港隊於今屆世大運共參加九個項目，包括
射箭、田徑、羽毛球、劍擊、游泳、乒乓球、
跆拳道、網球及男子排球，但亦有部分項目因
疫情考慮決定不派員參加，包括體操、跳水、
高爾夫球、划艇及射擊。曾德成在儀式上提醒
運動員不能對「新沙士」有絲毫鬆懈，亦切勿

潘志南 攝

去人多擠迫的地方。

團長：向運動員訂特別指引
而今屆世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戴王嘉瑤稱已
向運動員訂下特別指引：「運動員無論在飛
機、人多及進入選手村時都要戴口罩；除比
賽、練習、開幕禮及閉幕禮以外，不得離開選
手村；但他們始終有機會接觸其他國家選手，
這無法避免，會提醒他們注重個人衛生，我們
都會戴幾百個口罩，甚至探熱針，同時也相信
主辦國家會確保賽事環境安全。」
香港游泳代表歐鎧淳稱則表示，今次出戰光
州，媽咪最為擔心，但自己會做足衛生預防措

施，因為這是自己和隊友最後一次出戰世大
運，故希望好好珍惜機會。

■曾德成
曾德成((中)與港將們聊天
與港將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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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硬撼美國 四招積累
「養分
養分」
」

玫瑰
隔 8 年後重返世界盃賽場的中
時國女足進入
8 強後已能輕裝上

陣，雖然中國隊在以往的世界大賽上
對陣美國從無勝績，但這也給這批年
輕隊員帶來了「攻堅戰」的鬥志和激
情。而美國在上屆世界盃決賽中負於日
本隊後，就將奪冠當成本屆盃賽的唯一
目標。此番再次面對中國隊，從未輸過
的榮譽也易轉換成包袱和壓力。正所謂
「攻城容易守城難」。
因此，當美國隊戰勝哥倫比亞成為中國
隊的下一個對手時，中國女足沒有畏懼，
只有期待和興奮。中國隊主帥郝偉的看法
最有代表性；他認為，中美大戰，中國隊
最大的優勢在於心理。他說：「我喜歡和美
國隊交手，和她們比賽，能檢驗出我們真
正的實力，我們只有擊敗強大的對手才能
進步。」
中國隊的心理優勢來自於在本屆盃
賽中的出色表現，而防守成為其最
大亮點。美國媒體在展望美中之
戰時認為，這支中國女足組織嚴
密、防守能力強，而美國的弱
點恰恰是在兩名中場絕對主
力累計兩張黃牌停賽後，
攻擊力匱乏。

■中國隊主教練郝偉觀
看隊員訓練。
看隊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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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陣勁敵美國，面對巔峰時期的「鏗鏘玫瑰」在世界大賽
上都從未戰勝過的對手，小「玫瑰」們誓言要「翻身」；原
因中國女足四招積累了「養分」，她們的信心來自於心態、

蓄勢待放
防守、體能和知己知彼。

兩球的王珊珊在接受國際足協官網採訪時稱，在
前 4 場比賽中，中國隊已經適應了不同風格的球
隊，未來賽事「我們會像勇士一樣去戰鬥，直到
殺進決賽」。作為中國女足隊史上最年輕的隊
長，22 歲的吳海燕表示，中美之戰，中國隊將會
用更出色的表現來證明這是一支優秀的球隊。
本屆盃賽最為年輕的中國女足確有大賽經驗不
足的軟肋，但這支隊伍同樣有着青春的激情和充
沛的體能。在 16 強之戰中頭部受傷的韓鵬說：
「正因為年輕，我們的體能儲備很充分，而且我
們也多休息了兩天，應該是比美國隊更有優
勢。」
後防核心李冬娜說：「跟去年 12 月份（巴西四
國賽，中國1:1美國）相比，美國女足變化不大，
整體年齡結構相對老一點，有很多知名球員，但我
們的優勢在於團隊、在於年輕和體能。」
中美兩隊將展開在世界大賽中的新一輪對決，
「鏗鏘玫瑰」也迎來再放之機。也許正如中國女
足球員古雅沙所言，中國女足即使戰勝美國也並
不算冷門，因為「中國隊並不是弱旅」。
■中新社

像勇士去戰鬥
直到殺進決賽
已在本屆盃賽中攻進

■美國女足王牌雲芭芝
美國女足王牌雲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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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足狂灌「迷魂湯」
「非常有組織」、「防守太好了」、「進攻很有耐
心」——美國女足日前進行了抵達渥太華後的第一堂訓練
課，訓練前幾位美國隊員接受記者採訪時都稱讚中國女足
這好那也好，給自己的世界盃 8 強對手灌足了「迷魂
湯」。
「中國隊本屆盃賽到現在為止的表現很出色，這場比賽
對我們來說不會容易，她們非常非常有組織，特別努力，
進攻上很有耐心，」為美國隊打滿 4 場比賽的中場核心勞
埃德說。
去年巴西四國賽上與中國隊交手時，為美國隊攻入領先
一球的就是勞埃德。然而，當時給她送上助攻的好搭檔拉
皮諾因累計黃牌停賽，後腰霍利迪也遭遇停賽。勞埃德表
示，拉皮諾和霍利迪
的缺陣會對球隊有影
響，但替補球員同樣
能勝任比賽。
「拉皮諾一直很
棒，前面幾場比賽有
助攻也有入球，不管
怎樣，停賽已經發生
了。她們兩個人一直
都踢得不錯，這場比
賽要坐上板凳，但這
不是問題，我們找到
自己的狀態就好，」
勞埃德說。■新華社 ■美國中場核心勞埃德(上)。新華社

路夫回復自由身
路夫
回復自由身 隨時離
隨時離騎士
騎士
輸掉總冠軍的騎士現面臨重大打擊，
因「三巨頭」之一的大前鋒路夫昨日決
定解除其最後一年合約，成為自由球
員，此舉即令其他球隊引起興趣。
《ESPN》是最先披露「路夫出走」
的媒體，據知路夫最後一年合約價值
1,670 萬美元（約 1.3 億港元），由於他
在季後賽首輪出現左肩脫骹，令其提早
「放暑假」，連同另一「巨頭」艾榮受
傷，成為騎士於總決賽慘敗的原因之
一。有指當下月 1 日自由球員市場開
放，包括湖人、塞爾特人和紐約人等隊
伍都想羅致路夫，然而騎士仍大有信心
可挽留他，因會方可提供價值 1 億美元
（約7.8億港元）的5年新約，較其他對
手的最多4年約佔優。
路夫在季初並非發揮理想，更盛傳和
隊友不和，令他近 6 季首次出現未能達

成季內「場均雙雙」的數據。一名克里
夫蘭記者透露「大帝」勒邦占士有信心
路夫會留低：「我知道占士不會勸路夫
留低，因他相信若對方真的想取得成
功，完成特別的事，應如何決定是相當
容易。」

全體班主同意鷹隊賣盤
不久前爆出種族歧視指控的鷹隊，昨
日已落實其賣盤方案，由富豪列斯拿為
首的財團最終以 8.5 億美元（約 66.3 億
港元）收購鷹隊，並獲所有NBA班主一
致通過；前NBA球星格蘭希爾亦是財團
的股東之一。事實上，列斯拿上年已對
同涉種族歧而被迫出售的快艇虎視眈
眈，但敵不過鮑爾默的 20 億美元（約
156億港元）出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鷹隊轉手。
資料圖片

性別大戰
一場應屆世界冠軍的「性
別大戰」，由世界桌球冠軍
冰咸對世界女子冠軍吳安儀
(右)，昨晚在旺角國明桌球
室上演，吸引 250 名球迷圍
觀，最終冰咸以 4：1 獲勝。
「四眼妹 」吳安儀接受訪問
時透露，她奪世界冠軍後，
出現失眠，擔心患上抑鬱
病，經體院心理醫生了解
後，發現自己勝利心態未
除，幸現已調整復元，重新
起步。
■潘志南 攝

■路夫
路夫((右)將離開騎士
將離開騎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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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連線
東方簽南華舊將巴域斯
香港文匯報訊 港超足球隊東方昨
日公佈，簽入曾効力南華的澳洲中鋒
巴域斯，成為球隊今夏第八簽，兼填
補同鄉麥阿里士打離隊的空缺；東方
總監梁守志表示，該 29 歲中鋒前季加
盟南華僅半季已攻入十數球，足見其
入球力有保證。

香港飛鏢大師賽9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首屆香港飛鏢大師
賽鐵定於 9 月 4 日至 5 日登陸香港，多
位世界級頂尖飛鏢選手將參賽競逐鏢

王寶座。比賽地點將位於中環新海濱
的香港摩天輪舉行。大會將先於 4 日
舉行的初賽日透過四場比賽選出準決
賽的選手，並於 5 日進行準決賽和總
決賽，香港飛鏢大師賽勝出者的獎金
為美金十萬元。

布沙爾：：單腳仍會打溫網

■中國隊球員王珊珊已在今屆
賽事攻入兩球。
賽事攻入兩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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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於香港時間明晨 7 時半將在加拿大女足世界盃八強

加拿大美少女網球手布沙爾昨日因腹
痛而退出伊斯特本國際賽第 3 圈，但她
表示傷患不會影響出戰溫布頓網賽，更
指就算剩下一隻腳都會參賽。
布沙爾在 WTA 伊斯特本國際賽第 3
圈 ， 領 先 瑞 士 天 才 少 女 賓 絲 6:4、 3:0
時，因為腹部疼痛而要退賽。由於近況
差勁，加上傷患纏身，令外界懷疑布沙
爾或未能參加下周一開打的溫布頓公開
賽。不過，這位將以 12 號種子參賽溫網
的加拿大 21 歲小妮子說：「就算我只剩
下一條腿，也會打溫網。我將會休息數
天，再看看情況。」至於 2 號種子、前
世界一姐禾絲妮雅琪則經過三盤苦戰
後，以 6:7、6:3 及 6:1 逆轉古絲妮索娃，
順利闖入八強。
另外在英國諾定咸網球公開賽，中華
台北的盧彥勳躋身八強。3 號種子的盧
比斯是盧彥勳於十六強的對手，盧彥勳
第一盤先贏 6:3，之後盧彥勳再勝一盤 6:
2，直落兩盤淘汰盧比斯，下場對手是
烏克蘭的杜高普洛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日本新設奧運擔當大臣
新華社東京25日電 日本政府25日
新設 2020 年東京奧運會、殘奧會擔當
大臣，由前文部科學省副大臣遠藤利
明出任，專門負責奧運會、殘奧會準
備工作。這是自 1964 年東京奧運會舉
辦以來，日本第二位奧運擔當大臣。

■布沙爾接受治療
布沙爾接受治療。
。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