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宇軒青
島報道）經過近31個小時的航
行，「單人不間斷環球航海中國
第一人」郭川率領的「中國．青
島」號於北京時間8月30日23時
30分許抵達俄羅斯西北部港口摩
爾曼斯克。昨日，曾創造單人不
間斷環球航海用時最短世界紀錄
的「中國．青島」號將從這裡
出發，踏上北冰洋創紀錄航
行的漫漫征程。據介紹，此
次航行已被俄羅斯列為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
年慶典的環節。
據了解，「中國．青

島」號即將啟動的北冰
洋創紀錄航行，航程

約3300海里，終點為俄羅斯東部
白令海港口城市普羅文傑尼亞。
這條「東北航道」過往只存在於
傳說中，因為沿途除了厚厚的冰
層就是或漂浮或潛伏的冰山，帆
船根本在此行駛相當於「死路一
條」。
隨着全球氣候變暖，如今「東

北航道」每年有十幾天的無冰
期，瞅準這個機會後，郭川兩年
前向世界帆船速度紀錄委員會提
交了挑戰北冰洋創紀錄航行的申
請，並在去年9月得到批准。根
據郭川的預計，船隊需要大約
半個月的時間來完成此次航
行，平均每天的航行距離超
過200海里。

懷特侯活帶槍上機被截
NBA球星的火箭中鋒懷特侯活，據報稱在上周五在侯斯頓

的喬治布殊洲際機場準備乘搭航機時，因其手提行李中被發
現藏有已上滿子彈的手槍而被截；不過由於德州的槍械管制
較為寬鬆，警方發言人表示，懷特侯活沒有被拘捕，亦不會
遭到起訴。 ■記者梁啟剛

盧森保高下季執教松江
全資收購中甲松江足球俱樂部2個月後，權健集團開始對

俱樂部管理層和教練團隊進行大換血。前晚，權健集團董事
長束昱輝透露，前巴西國家隊、前西甲皇家馬德里主帥盧森
保高將成為下季權健松江足球俱樂部主教練，權健以1000萬
歐元的身價簽入盧森保高，後者將帶9人團隊幫助球隊明年
衝超。 ■新華社

主教練：蘇炳添能超9秒99
中國短跑名將蘇炳添日前回

到故鄉中山市古鎮，陪同其回
家的中國隊主教練袁國強在此
間稱，相信蘇炳添未來能跑出
超越一百米9秒99的好成績。
蘇炳添今年8月23日在北京田
徑世錦賽場以9秒99成績衝進
男子100米決賽，這是他在今
年第二度在國際賽事中突破10
秒大關，創造了亞洲人的新紀
錄。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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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的積分排名來看，美國、俄羅斯、
中國和塞爾維亞都是7勝1負。因為比

賽採用3、1、0的計分規則，4支隊伍的積分
分別是22分、21分、21分和18分，暫列第
一至四位。
值得注意的是，與上屆世界盃賽先比積分

排名不同，本次比賽在計算成績時先看勝
場。因此，6勝2負積19分的日本排在塞爾維
亞後面。儘管日本理論上還有獲得前兩名、
直通里約的機會，但她們已輸兩場，後面還
要面對美、中兩強，這種可能性也僅僅停留
在理論上。

美俄中誰也輸不起
在美、俄、中、塞四強之中，塞爾維亞的硬
仗已經全部打完，最後3場對古巴、阿根廷和

肯尼亞可說是例行公事，可以把他
們的最終成績假設為10勝1負。
美、俄、中則處於誰也輸不起

的狀況。美國和中國已經提前相
遇，兩隊在第三階段最大的對手
是俄羅斯，而俄羅斯將連續迎戰
美、中兩強。
從賽程上看，今日美國隊和俄

羅斯隊將首先碰撞，輸球的隊伍
幾乎肯定無緣前兩名，因為勝隊
和中國隊之間極有可能產生另一
支10勝1負的隊伍。換言之，如
果中國隊在明日輸給俄羅斯，也

就基本無緣奧運席位。
如果美國和中國先後戰勝俄羅斯，有可能
出現美、中、塞全都10勝1負的局面。在這
種情況下需要比較積分，已經有3場是以3:2
贏球、積分偏低的塞爾維亞有可能被擠出前
兩名。如果美國輸給俄羅斯，而中國戰勝俄
羅斯，則很可能是中、塞攜手進軍里約，中
國隊還有可能獲得冠軍。

最重要帶着平常心
幾支強隊的積分形勢說起來有些複雜。但

是，歸根到底，中國隊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自
己手中。只要中國隊在對多米尼加、俄羅斯
和日本的比賽中取得全勝並少失分（一場3:2
就要失1分），直通里約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惠若琪臨時缺陣的情況下，中國隊前兩個階

段7勝1負應該算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結果，決
戰名古屋最重要的是帶着一顆平常心。
以中國隊目前的人員配備和狀態，面對

第三階段的最強對手俄羅斯，我們是「有實
力、沒把握」。現在這支年輕的隊伍，打得
好的時候可以氣勢如虹。一旦遇到挫折，也
可能出現大的波動。第一階段的中塞和中美
之戰，中國隊最大的區別在於心態的微妙變
化。在一場球的輸贏可能影響整個形勢的情
況下，郎平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隊員們拋開
雜念、心無旁騖地投入到每場比賽中。
從技術環節上說，中國隊存在着一傳不穩
的隱憂。9月1日晚對阿根廷隊的比賽雖然
直落三局順利拿下，但是中國隊在第一局
和第三局都出現了一傳波動較大的情況。
正因如此，姑娘們更應保持一顆平常心，
因為我們的對手也可能犯錯。俄羅斯和塞
爾維亞的第五局比賽，俄羅斯的幾次自身
失誤葬送了勝利的機會。在這種實力接
近的對決中，勝利者往往擁有更「大」
的心臟。
換個角度看，不論最終的結果如

何，無論是中國隊的隊員還是球迷，
都應該珍惜這個賽季中國女排的最
後三場球。「上善若水，道法自
然。」水到自然渠成。我們大可
放下對勝負的糾結，一起享受
在本屆世界盃賽中難得的
「強強對抗」。 ■新華社

2015年女排世界盃第三階段的比賽今日

將在名古屋打響。目前7勝1負的中國隊將

在最後三場比賽中迎戰多米尼加、俄羅斯和

日本。那麼，郎平率領的女排姑娘們奪得

頭兩名提前拿到里約奧運會

門票乃至奪冠的可能性有多

大呢？今日中國隊將迎戰多

米尼加，爭取第 8 場勝

仗。(有線 62、202及

262 台今日 11:00a.

m.直播)

周三美網進行多場次圈賽事，其中今屆
「擂台躉」美國女將莎蓮娜威廉絲（細
威）面對世界排名110位、從資格賽殺入
正賽的荷蘭球員巴頓絲時，幾乎「陰溝裡
翻船」，令最終克服劣境以7:6、6:3勝出
的「細威」連忙加操，似誓要把美網冠軍
搶到手。

今仗「細威」在首盤一度失準，一度落
後巴頓絲3:5，並在及後「搶七」時打成0:
4，若非及時扭轉形勢經已失掉這一盤。儘
管次盤算是沒太大問題，但她全場打出10
次雙錯誤及出現34次無壓力犯錯，不過始
終是贏過21次大滿貫的「一姐」，只要專
注作賽即能發揮最大威力。
「細威」賽後說：「今日我打得有點

緊，但我知可以追回。我不認為只需勝出

便高興，至少我並非這樣，或許很
多人可以，但我永在找尋做得更好
的方式。」所以賽後「細威」再練
習個小時，務求谷起狀態不會重蹈
當日的覆轍。至於「細威」的胞姊
雲露絲威廉絲（大威）則以總盤數
2:0力克美國代表法干妮，讓兩姊妹
一起躋身第三圈。

祖高域與球迷齊齊癲
男單方面，世界「一哥」塞爾維亞

名將祖高域以沒甚難度的以6:4、6:1
及6:2，淘汰奧地利球手梅利亞闖進
第三圈，有趣是完場時有球迷興奮得

衝入球場，邀「一哥」齊揮衣動起舞，結果
愛「玩嘢」的祖高域奉陪到底。至於西班牙
的拿度與去屆美網冠軍、克羅地亞的施歷亦
同樣以總盤數3:0擊敗對手出線。
另一方面，「中國金花」鄭賽賽夥拍曾

兩奪大滿貫女雙冠軍的華裔女球手金久
慈，面對徐一幡/季婭的中國與哈薩克斯坦
組合時以總盤數2:1反勝，晉級次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細威細威不滿表現不滿表現 贏波即加操贏波即加操

新華社武漢2
日電 2015 武
漢女籃亞錦賽2
日繼續進行，
中國隊、日本
隊、韓國隊以
及中華台北隊
不出意料地晉
級準決賽。根
據賽程，中國
隊將在4日(今
日)的準決賽中
對陣韓國隊。
（ 有 線 62 及

202台今日7:00p.m.直播）
在當天最後一場比賽中，中國隊

以76:62戰勝中華台北隊，並以四
勝一負的戰績結束了小組賽的比

賽。雖然拿下了比賽，但中國隊贏
得並不輕鬆。
儘管在比賽一開始，中國隊取得

了9:0的良好開局，但此後中華台
北隊打得較為頑強，在第四節一度
將分差縮小至6分，好在陳曉佳最
後挺身而出，並率隊打出一波10:0
的得分高潮，才穩住局面，幫助球
隊拿到了最終勝利。
賽後，中國隊主教練馬赫認為，
中華台北隊打得非常好，並批評了
中國隊的比賽態度，他說：「中華
台北隊打了一場不錯的比賽，她們
整場比賽都拚得很兇，而我們則有
幾個隊員打得不好，造成了有一段
時間比分咬得比較緊。按照這樣的
表現，在準決賽我們肯定贏不了，
我們需要換一種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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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島」號出征北冰洋

里約奧組委官網昨日刊登了對
中國羽毛球明星林丹的專訪，
「超級丹」成為第一位接受他們
專訪的中國運動員，同時也是第
七位受訪的世界運動明星。文章
認為林丹有望在里約奧運會奪得
羽毛球男單金牌，繼而成為連續
三次斬獲奧運男單金牌的羽壇第
一人。「目前我正在全身心投入
備戰里約的訓練，奧運會是我的
首要目標，但現在我還沒有過多
考慮在里約奧運會我能取得什麼
成績，」林丹說。
這篇專訪稱，林丹在上月舉行
的印度尼西亞羽毛球世錦賽中遭
遇挫折，在男單8強不敵丹麥選手
約根森；但是作為一名專門為大
場面而生的運動員，林丹依然是
里約奧運會的奪冠大熱門。
在倫敦奧運會羽毛球男單決賽
中，林丹在擊敗李宗偉奪冠之

後，把溫布利體育館變成了田徑
場，脫掉上衣的他繞場狂奔、肆
意慶祝。林丹說：「那個場面對
我來說無疑是完美的，這是我職
業生涯最值得紀念的時刻，很難
用語言來形容。」
當被問及若在里約奪冠是否會以

同樣方式慶祝時，林丹說：「現在
我只考慮比賽，其他什麼都沒想，
現階段一切訓練都是為了讓我達到
最佳狀態。」 ■新華社

林丹全身心備戰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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