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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世界盃今展開第二階段
的比賽，4勝1負、總排名暫居
第4位的中國女排，今天下午5
時 30分將迎戰老牌勁旅古巴

（有線202及62台直播）。由於古巴隊目前青
黃不接，實力大不如前，中國女排若無意外應
可輕鬆勝出；反倒是在對韓國一役受傷的主攻
手朱婷能否復出，更受人關注。
據內地傳媒消息，朱婷前日和中國女排一起

抵達岡山，由於乘火車出行中途須轉車的關
係，記者所見走在隊伍前面的朱婷背着書包行
走自如，看來傷勢已無大礙。

朱婷 金延璟惺惺相惜
另外，人間有情。朱婷在對韓國隊的比賽中

扭傷腳踝。比賽結束後，韓國隊主攻手金延璟
來到朱婷的房間探望，她還抱着自己專用的治

療設備，幫助朱婷消腫。據《京華時報》報
道，金延璟關切地詢問朱婷的傷勢，並對自己
的隊友在比賽中腳過線令朱婷受傷表示遺憾。
朱婷出道以來一直視金延璟為自己的偶像，

金延璟也很欣賞朱婷，兩人可謂惺惺相惜。儀
器「挺貴的，要1800多美元呢，好像是金延璟
自己買的，」朱婷感激地說。
中國女排在本屆世界盃首五場比賽中，先後

以3：1艱難逆轉塞爾維亞、韓國兩個強手，
3：0勝阿爾及利亞與秘魯；但在對壘美國隊一
役中，中國隊壓力過大，結果不幸以0：3完
敗，沒有任何積分入賬，丟失爭冠主動權。
今起展開的第二階段，中國隊將迎戰古巴、肯尼

亞及阿根廷；之後中國隊在名古屋進行的第三階段
比賽先後迎戰多米尼加、俄羅斯和日本。由於本屆
世界盃的前兩名直接入圍里約奧運，故中國隊餘下
六場比賽必須全勝，不容有失。 ■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排迎世盃六強 不容有失

女排世界盃積分榜女排世界盃積分榜（（截至截至88月月2929日日））

排名排名 代表隊代表隊 勝場勝場 負場負場 積分積分 勝局勝局 負局負局 比率比率 得分得分 失分失分 比率比率

11 俄羅斯俄羅斯 55 00 1414 1515 22 77..500500 400400 297297 11..346346

22 美國美國 44 11 1313 1414 33 44..666666 395395 278278 11..420420

33 日本日本 44 11 1212 1414 55 22..800800 442442 340340 11..300300

44 中國中國 44 11 1212 1212 55 22..400400 405405 310310 11..306306

中國女排隊長惠若琪27日在北京阜外
醫院接受了心臟射頻消融手術，手術過
程順利，專家相信，手術不會有後遺
症，惠若琪很快就可重返賽場。
惠若琪是在中國女排出征前一天臨時

決定退出。其實，心動過速的問題，兩
年前就已出現，當時轉會廣東恒大的惠
若琪因此病缺席了大半個聯賽；經過一

段時間的休養調理後，病情得到緩解。
但前不久在寧波北侖封閉集訓期間，老
毛病又犯了，惠若琪被迫趕回北京進一
步檢查。
在京期間，好幾家醫院著名專家為惠

若琪進行會診，專家們一致建議她接受
射頻消融根治治療。27日，手術在阜外
醫院進行，院士高潤霖親臨指導，心律

失常中心副主任姚焰親自手術，手術進
行順利，為時不到一個小時。
心臟專家張鳳祥在接受《揚子晚報》

訪問時介紹，射頻消融術屬於微創手
術，傷口非常小，不需很長時間的休
息。目前，惠若琪仍住院休息，同時等
待複查，如果複查結果確認病灶消除，
那麼，她本周便可出院。■記者 陳曉莉

惠若琪手術順利 可重返賽場

中國女籃今抗韓迎考驗
亞洲女籃錦標賽昨晚在武漢揭幕。中國隊首戰

泰國，以113：34輕鬆取勝。今晚7時30分，中
國女籃將迎戰強敵韓國，實力受到考驗（有線
202及62台直播）。兩年前的亞錦賽，中國隊僅
獲得第三名；今屆中國女籃臥薪嘗膽，目標直指
冠軍。「這支球隊經過兩年的磨練，各方面都有
提高。」主帥馬赫表示：「總之，這支球隊和
2013年那支球隊完全不一樣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金羽加盟國足教練組
中國男足（國足）將於9月3日迎來世界盃外

圍賽的第二場比賽──在深圳迎戰港足，而國足
教練組也迎來一位新的成員，前中超最佳射手李
金羽，他將會與昔日隊友李鐵一起成為中方教練
組成員，共同輔佐主帥佩蘭。據搜狐體育消息，
李金羽已於前晚飛抵深圳與國足會合。據悉，已
經擔任華夏幸福主教練的李鐵並不會因為李金羽
的到來離開教練組，他將會跟李金羽一起構成國
足的中方教練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恒大申請洋哨吹榜首戰
據《體壇周報》報道，廣州恒大俱樂部日前向中

國足協發函，申請由外籍裁判來執法下輪中超聯賽
客場對上海上港的榜首大戰。不過從2014賽季
起，中國足協已減少使用外籍裁判的場次，只在最
關鍵的比賽中才聘請外籍裁判，再加上執行局的建
議，足協裁判辦將會慎重考慮恒大方面的申請，最
終的結果將在幾天之內揭曉。另外據悉，一些保級
球隊也有申請外籍裁判執法關鍵比賽的打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田徑世錦賽獎牌榜
（截至8月29日）

排名 代表隊 金 銀 銅 總數
1 肯尼亞 6 4 3 13
2 牙買加 6 2 3 11
3 美國 5 5 6 16
4 英國 4 1 0 5
5 波蘭 3 1 4 8
......
8 中國 1 5 1 7

27日晚，保特在「鳥巢」內慶
祝奪得世錦賽200米冠軍時，被
駕駛兩輪電動車失控的中央電視
台現場攝像師宋濤意外「鏟
倒」，事後宋濤一夜成名，連日
來接受多家媒體的採訪。中央電
視台體育頻道總監江和平昨「調
侃」道，過了若干年後，人們提
及北京田徑世錦賽時，也許只記
得這一花絮了。
宋濤這兩天接受許多媒體採

訪時，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他
想沒想到過如果真把保特鏟傷

的後果。宋濤的回答也千篇一
律：是也挺害怕的，如果把這
麼一位全世界最頂尖巨星給鏟
折了的話。不過，萬幸沒有出
現這樣的情況。
事發後，包括保特本人、現

場觀眾以及眾多自媒體，大家
都以很幽默的方式關注到當事
人的健康。而宋濤也一夜成
名，江和平「調侃」道：所幸
保特沒事、宋濤沒事、宋濤攜
帶的裝備也沒事。

■新華社

保特保特被鏟被鏟
或或「「載入史冊載入史冊」」

■■惠若琪心臟手術順利惠若琪心臟手術順利，，有有
望重返賽場望重返賽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主攻手朱婷主攻手朱婷（（左左））和袁心玥和袁心玥
成女排新核心成女排新核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昨天上午進行的男子
4×100米預賽，共

有14支隊伍參加，分成兩個小組，小組前三名和其
餘兩個最好成績者入圍決賽。第一組分別是烏克
蘭、巴西、德國、巴哈馬、日本、美國、英國；第
二組分別是南非、牙買加、荷蘭、法國、安提瓜和
巴布達、中國與加拿大。

美國隊犯規 成績取消
在第二組比賽中，中國隊第一棒選手、年輕的莫
有雪在與第二棒的謝震業交接時險些衝出接棒區，
第三棒蘇炳添彎道表現完美，幫助中國隊追至第二
位，僅次於牙買加隊，而最後一棒張培萌頂住重
壓，最終以37秒92獲得小組第三晉級決賽，刷新

了亞洲紀錄。
這是中國隊在世錦賽歷史上第二次闖入男子4×

100米接力決賽，上一次中國隊晉級決賽還要追溯
到1987年的第二屆世錦賽。當時，中國隊在決賽中
位居第八，成績是39秒93。
即晚的決賽，四名中國小伙子再接再厲，在每一
個交接棒都達到極至，最終以38秒01的佳績第三
名衝過終點。但由於第二名衝線的美國隊犯規被取
消成績，中國隊最終贏得一枚歷史性的銀牌。中國
隊不僅如賽前所願以獎牌為隊員蘇炳添慶生，同時
也寫下中國田徑新篇章。
有100及200米世界飛人保特坐鎮的牙買加隊，

以37秒36大熱奪冠；原本第四名的加拿大隊則獲
得銅牌。

不過，在當日進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比賽中，
中國女隊在預賽因交接棒出現較大失誤，僅以43秒
18的成績名列小組第五，無緣決賽。衛冕冠軍牙買
加女隊最終以41秒07刷新賽會紀錄的佳績奪冠。

張琳50公里競走第六名
另外，昨日進行的男子50公里競走比賽，斯洛伐

克選手托特以3小時40分32秒奪得冠軍，中國選手
張琳和于偉雙雙創造個人最佳成績、分獲第6名和
第7名。其中，張琳因筋疲力盡，在衝過終點之後
倒在地上，被志願者抬上輪椅。張琳事後表示：
「我當時肌肉抽筋已經站不起來了，需要休息一會
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陳曉莉

北京田徑世錦賽進入倒計時，在

昨日舉行的男子4X100米接力比賽

中，由莫有雪、謝震業、蘇炳添和

張培萌組成的中國隊先以37秒92

刷新亞洲紀錄、小組第三總排名第

四的成績殺進決賽，後又在即晚的

決賽以38秒01的佳績摘取銀牌，

為中國田徑寫下新篇章。不過，中

國女隊在交接棒時出現失誤，最終

無緣決賽。

■影攝師宋濤（紅衫）將保特（黃衫）鏟得人仰馬翻。 路透社

■■謝震業謝震業（（左起左起）、）、蘇炳添蘇炳添、、張培張培
萌和莫有雪驚艷奪銀後慶祝萌和莫有雪驚艷奪銀後慶祝。。

新華社新華社

■■蘇炳添蘇炳添（（後排左二後排左二））
和張培萌和張培萌（（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在預賽交接棒在預賽交接棒。。新華社新華社

■■張琳衝線後筋疲力張琳衝線後筋疲力
盡倒地盡倒地。。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