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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虹劉虹：：金牌證明自己世界最強金牌證明自己世界最強

田徑世錦賽獎牌榜
（截至8月28日）

排名 代表隊 金 銀 銅 總數
1 肯尼亞 6 3 2 11
2 美國 4 4 6 14
3 牙買加 4 2 3 9
4 英國 3 1 0 4
5 波蘭 2 1 3 6
6 古巴 2 1 0 3
7 中國 1 4 1 6

在沒有劉翔參賽的年代，競走幾乎成了中國軍
團在世錦賽唯一有機會衝金的項目。然而有

三位名將組成的中國男隊在五天前意外失手，讓中
國人在家門口收穫金牌的希望，最終落在了劉虹和
呂秀芝身上。
發令槍響後，劉虹與呂秀芝率先突出重圍，採取

先發制人的戰術，很快加速保持領先。3公里時，
呂秀芝和劉虹的成績均為22分24秒，捷克選手德
拉荷托娃、意大利名將里加多等人緊隨其後。

壓力過大 兩次遭警告
5公里後，呂秀芝和劉虹牢牢佔據第一集團，將

德拉荷托娃等人甩開一段距離。然而8公里過後，
劉虹被裁判第一次警告，她舉手示意自己確實犯
規，或許是壓力過大，她隨後受到第二次警告。
10公里時，劉虹的成績為44分 19秒排名第

一，呂秀芝排名第二，兩名中國選手互相換位，
繼續保持着領先優勢。此時，烏克蘭選手奧利亞
諾夫斯卡已悄然來到第三位。
到了15公里處，呂秀芝和劉虹的成績為1小時

6分24秒，她們已將奧利亞諾夫斯卡甩開了近200
米的距離。
最後5公里，主場作戰的劉虹已經勝券在握。1
小時27分45秒，這個成績儘管與自己保持的世界
紀錄相差近3分鐘，但足以確保冠軍到手。呂秀
芝獲得亞軍，奧利亞諾夫斯卡以1小時28分13秒
拿到第三名。
「等了五屆世錦賽終於等來了金牌，感謝我的

教練，他為這個金牌付出了太多，能奪冠很不容
易。」賽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劉虹激動得差點落

淚。「2008年奧運會我是第四個走
進『鳥巢』，今天我成了第一個，
大腦一片空白。」

意大利外教喜極而泣
她的意大利籍教練達米拉諾站在

場邊開心得手舞足蹈，但幾分鐘
後，老人趴在同事的肩膀，
不禁潸然淚下。
從事競走項目12年，劉虹
可以稱得上是當今中國走得
最快的人。從20歲首次參加
世錦賽獲得第19名，到今天
的冠軍，五屆世錦賽，劉虹
不斷用速度改變着自己的人
生軌跡。今年6月，她在拉
科魯尼亞競走挑戰賽中走出
1小時24分38秒的成績，打
破該項目的世界紀錄。
「自2000年王麗萍拿到奧運
會冠軍後，我們女子競走一
直處在低谷期。我一直告訴
自己，要重塑中國女子競走
的巔峰。」劉虹說。

■中新社

北京世錦賽開賽7日，中

國田徑隊終於有金牌入賬。

昨日上午，劉虹以1小時27分45秒的成

績摘得女子20公里競走金牌，她的隊友

呂秀芝獲得亞軍，烏克蘭的奧利亞諾夫

斯卡拿到第三名。

女排世界盃前日在東
京和松本兩個賽區結束
第一階段的比賽。昨
日，主帥郎平率領的中
國女排抵達岡山，開始
備戰第二階段的比賽。

郎平在總結過去5場比賽時說：「每場球
都很重要，不管誰上，都是我們年輕人鍛煉
的機會，每場球都力求有所提高。在松本的

5場比賽，我們打得比較艱苦，出發前的變
數太多，遇到突發事情後，隊伍發揮不穩
定，年輕人國際大賽經驗不足。運動員都很
努力，這一關是必須要過的。至於後面的比
賽，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配合的方式。」
對於在韓國一役帶傷堅持比賽的朱婷何時

復出，郎平表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要視乎
朱婷的康復速度。
女排世界盃第一階段的五輪比賽，東京賽

區的俄羅斯隊不出意外地5戰全勝。在前晚
的比賽中，日本激戰五局力克多米尼加隊，
將戰績提升為4勝1負。
中、美、塞3支強隊第一階段都在松本賽

區，結果3隊在互相之間的交鋒中各勝1
場。第一階段結束後，這3支隊伍戰績和日
本隊一樣，同為4勝1負。美國隊積13分排
在第二位，日本隊、中國隊和塞爾維亞隊分
列第三至五位。
隨後，12 支隊伍分別轉戰仙台和岡
山。中國隊和美國隊一起前往岡山，第二
階段的比賽將於8月30日、31日和9月1
日進行，中國隊將迎戰古巴、肯尼亞和阿
根廷隊。本次比賽採用單循環賽制，獲
得前兩名的隊伍將拿到直通里約奧運會
的門票。
另外，據內地媒體《今晚報》報道，因心

跳過速而無緣世界盃的女排隊長惠若琪，已
於前日在北京接受了針對心臟疾病的手術治
療。據了解，惠若琪治療過程非常順利，她
將慢慢休養，直到身體痊癒重回賽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男足昨在深圳集訓，備戰9月3日世
界盃外圍賽亞洲區40強對港足的比賽。國
足主帥佩蘭近日在接受《ESPN》採訪時低
調地表示，這場比賽不會像很多人想的那麼

輕鬆。
在世外賽前兩輪角逐中，國足首輪輪空，

次輪客場以6：0大勝不丹隊。而港足先後
擊敗不丹和馬爾代夫，以兩連勝進9球不失
1球的成績暫列小組榜首。對此，佩蘭不敢
大意，他說：「這肯定會是一場艱苦的比
賽，過程不會像很多人想像的那麼輕鬆，因
為港足的開局非常不錯。所以，接下來的備
戰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們必須確保提升
自身的能力。」

據悉，亞足聯已確定9月3日國足對港足
一役的裁判人選，來自澳洲的40歲前球員
斯特雷布里將負責執法。
而在結束對港足的比賽後，國足便立即北

上瀋陽，準備與馬爾代夫隊的第三場小組
賽。這場在9月8日進行的比賽，原本應該
在馬爾代夫客場舉行，但因馬爾代夫的主場
被破壞嚴重，而不得不將比賽安排在瀋陽進
行，國足因此可以連續進行主場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足深圳集訓 戰港足不輕鬆

英超勁旅車路士有
意在8月31日轉會窗
口關閉前引進恒大國
腳張琳芃，並已正式
向恒大報價。對此，
張琳芃昨在接受騰訊
體育專訪時證實了這
一消息，並明確表示
出國踢球一直是自己
的夢想，他已做好迎
接困難的準備。
「出國踢球是我這麼多年一直追求的夢
想，現在能有這樣的機會，我還是非常期
待的，畢竟等了那麼多年。」張琳芃說，
「不管在國內掙多少錢，我的出國夢想都
沒有改變。哪怕出國掙錢再少，我也堅決

會選擇出國踢球，人
總要追逐自己的夢想
嘛。」
走出國門會遇到各

種各樣的困難，但張
琳芃已做好心理準
備：「我也做好了迎
接困難的準備。如果
能夠出去，我肯定會
拚盡自己的全力，去

發揮好，表現出最好的自己，爭取能夠打
上更多的比賽。」
據悉，恒大將與車路士方面進行洽談，

恒大希望車路士方面能夠確保張琳芃上陣
機會，這是恒大開出的最基本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車路士報價 張琳芃願棄高薪追夢

楊金潼世青賽800米自折桂
世界青年游泳錦標賽目前正在新加坡

舉行。天津小將楊金潼前天在男子800米
自由泳決賽中後來居上，以7分55.19秒
奪得金牌。他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
說：「感覺今天游得非常順暢，但沒有
想到把個人的最好成績提高2.07秒這麼
多。前一段的訓練很系統，也很艱苦，
今天的成績也算是檢驗了之前的訓練成
果。」儘管成績大幅提升，但楊金潼仍不
滿足。他說：「我的偶像是孫楊，我會繼
續努力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女籃亞錦賽今武漢揭戰幕
2015女籃亞錦賽今在武漢拉開戰

幕。本屆亞錦賽共有12支參賽球隊，
根據排名分為了A、B兩個小組。包括
中國女籃在內的亞洲排名前六的球隊分
在A組。經過小組循環賽後，A組前四
名球隊進入本屆女籃亞錦賽準決賽，而

A組後兩名球隊將與B組前兩名進入5
至8名排位賽爭奪。中國女籃今晚7時
30分將首戰泰國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史杜高域掛帥富力 誓保級
廣州富力

足球俱樂部
昨日召開新
聞發佈會，
正式宣佈新
帥史杜高域
上任。富力
管理層和新
帥表示，本
賽季接下來

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全力保級。現年
50歲的史杜高域在球員時代是前南斯
拉夫的著名球星，曾効力於貝爾格萊德
紅星隊和馬賽隊等強隊，職業生涯後期
赴日本聯賽加盟名古屋鯨魚隊。退役
後，史杜高域在2008－2013年間擔任
名古屋隊的主帥，帶領球隊獲得2012
賽季冠軍。 ■新華社

備戰次階段世盃備戰次階段世盃
中國女排中國女排抵抵岡山岡山

■■佩蘭佩蘭（（左二左二））率國足率國足
抵深圳備戰抵深圳備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史杜高域接過富史杜高域接過富
力帥印力帥印。。 新華社新華社

■■張琳芃張琳芃（（左左））今年今年11月月
為國足披甲為國足披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排在第一階段比中國女排在第一階段比
賽賽44勝勝11負負。。 FIVBFIVB圖片圖片

■■國家隊的張國偉順利晉級國家隊的張國偉順利晉級
男子跳高決賽男子跳高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劉虹劉虹（（左左））與呂秀芝與呂秀芝
先後衝過終點先後衝過終點。。法新社法新社

■■劉虹劉虹（（右右））與呂秀芝與呂秀芝
分獲冠亞軍分獲冠亞軍。。 美聯社美聯社

昨日不負眾望奪取了

北京田徑世錦賽女子20

公里競走金牌後，曾多

次在大賽中與冠軍失之

交臂的劉虹如釋重負。

她坦言，賽前感覺自己

肩上的擔子很重，能夠

奪取這枚金牌證明了自

己的實力。

在6月的國際田聯競

走挑戰賽西班牙拉科魯

尼亞站比賽中，劉虹創造了1小時

24分38秒的世界紀錄。然而，這

也讓她背上了心理包袱。

「今天的壓力確實大，我在上半

年打破了世界紀錄，所以外界認為

我的狀態會在下半年有較大的落

差。再加上此前中國隊只拿了三塊

銀牌，沒有金牌，我也給自己很大

壓力。之前自己參加了幾次世錦

賽，拿了三塊獎牌，唯獨缺一塊金

牌，今天能拿到金牌，也證明了我

是世界上最強的，」她說。

在本屆世錦賽前，劉虹保持了非

常好的身體狀態，她把這一點歸功

於自己的團隊。她說：「以往到比

賽前都會出現傷病，但

今年我保持了很好的水

準，我們有非常出色的

團隊提供保障。今年基

本沒有斷過訓練，所以

成績也特別好。」

與此同時，劉虹還

特意提到了自己的意大

利外教達米拉諾：「達

米拉諾已經指導我五年

多了，跟以前相比我就

是完全換了一個人，在技術的理解

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的成

績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前有多次比

賽我與金牌擦肩而過，他也不甘

心，今天他甚至比我還要高興，也

算是圓了他一個夢吧！」

對於明年的里約奧運會，劉虹表

達了自己的期待。「俄羅斯在前幾

屆奧運會和世錦賽都處於壟斷地

位，如今他們出現了一些問題，對

明年的奧運會可能也會有些影響。

現在中國的實力在提高，我們的團

隊也處於上升階段，所以明年的里

約我們也有團體優勢。」

■新華社

■■意大利教練達米拉意大利教練達米拉
諾場邊觀戰諾場邊觀戰。。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