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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乒傷病嚴重
棄里奧測試賽

■ 張繼科在世
乒賽舊患復
發。 資料圖片

王藝迪 劉斐晉世乒次輪選拔

新塑料用球影響超想像

B10

中國乒乓球隊女隊「直通吉隆坡」世乒賽選
拔賽展開第一階段選拔賽爭奪，今年世乒賽
（單項）有出色發揮的木子爆冷遭到淘汰，兩
名小將王藝迪、劉斐則突圍成功，獲得第二階
段選拔賽參賽資格。
前日，木子、李曉丹、王藝迪、劉曦、馮亞
蘭、車曉曦、劉高陽、劉斐參與爭奪，8名選手
被分為兩個小組，每組第一名可直接獲得第二
階段的參賽資格。
賽前被寄予厚望的木子首場就遭遇冷門，在
2：0 領先的局面下，被王藝迪連勝三局，以
2：3 慘遭逆轉，而後者則憑藉之前擊敗李曉丹
的一場勝利，得以提前從小組出線。
對於這個結果，王藝迪坦承自己有些意外，
特別是能夠戰勝木子，更是讓她倍感驚喜。
「我就想能贏一場是一場，而木子的心態出了
一些問題，給了我一些機會。」
另外一個小組爭奪中，南京青奧會冠軍劉高
陽先後以 3：1、3：2 戰勝車曉曦和馮亞蘭，但
不想卻在隨後的比賽中以 0：3 不敵劉斐，這樣
一來，她與劉斐戰績同為 2 勝 1 負，而劉斐最終
憑藉勝負關係取得出線資格。
根據國家隊安排，第二階段選拔賽將於 2016
年元旦前後進行，此番突圍的王藝迪、劉斐將
與丁寧、李曉霞、劉詩雯、朱雨玲、陳夢、武
楊六大主力進行爭奪，並從中產生 1 至 2 位選手
獲得吉隆坡
團體世乒賽
的入場券。
■中新社

2016 里約奧運乒乓球項目測試賽將於本月 18 日至 21 日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中國乒乓球隊（國乒）確認不會派
員參加。國乒總教練劉國梁近日透露，由於要備戰明年 2 月的世
乒賽團體賽，國乒的春節將在封閉訓練中度過。面對一線球員從今
年下半年陸續湧現的傷病潮，他認為，新材料用球帶來的影響比想像中
要大。

劉國梁透露，由於奧運會正在逼近，
明年的世乒賽團體賽又在 2 月於吉

■ 國乒總教
練劉國梁。
練劉國梁
。
資料圖片

隆坡舉行，所以國乒 1 月就要展開封閉訓練，
今年的冬訓比往年要來得更早一些。儘管時間緊
迫，但是對於軍訓等每次封閉訓練前的保留項目，他
認為還是不能簡化，因為這有利於強化隊員的意志品
質。
國乒一線主力在蘇州世錦賽之後傷情不斷，李曉
霞、張繼科、丁寧等主力均因為傷病而缺席比賽。劉
國梁認為，從去年年底使用新材料用球之後，它所帶
來的傷病要比想像中要大，尤其對於中國運動員，
「比賽性質、比賽時間、比賽節奏，包括訓練節奏，
都跟以前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現在擺在我們面
前的是塑料球之後的傷病問題，怎麼能盡快在
訓練和比賽中找到規律，是技戰術之外最重
要的一點。」

亞洲奧預賽有重大改革
另外，2016 年里約奧運會乒乓球亞洲區
預選賽賽制發生重大改革，將從原來的選

拔團體第三人改為選拔各協會一、二位單打主力，這
就意味着，亞洲區預選賽將會比以往更激烈，國乒選
手面臨的壓力也會更大。
根據最新賽制，亞洲各協會參加奧運會比賽尤其是
單打比賽的隊員必須參加預選賽才能獲得奧運會單打
資格，失利的隊員則依靠排名決定。各協會可派出 2至
4 位隊員參加奧運會亞洲區預選賽，團體賽第三號球員
則不要求參加預選賽。
劉國梁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個賽制要求參加奧
運會單打的運動員必須參加預選賽；反倒是第三號隊
員可以根據排名決定，參加不參加區別不是很大。最
尷尬的在於乒聯要求 2 至 4 名，名額特別靈活。亞洲乒
聯可能也是考慮到每個協會陣容不一樣，像日本、韓
國已經確定只報兩個人，因
為報的人太多了選上選不
上的變化太大。但是一
些實力不是很強的隊肯
定希望報的人越多越好，東
邊不亮西邊亮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許昕在世乒賽時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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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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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長沙集訓
迎世外賽生死戰

國籃無緣亞青決賽 台韓爭冠

前日，中國男足（國足）在長沙舉
行了首次訓練，備戰 12 日主場與不丹
隊，以及 17 日客場對陣中國香港隊的
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 40 強賽。在接下
來的 4 場世外賽中，國足要全部取勝才
有機會晉級亞洲區 12 強。在當日舉行
的國足首場媒體通氣會上，國足主教
練佩蘭表示，「在國足與不丹隊的比
賽中，急盼國足多入球。」
佩蘭首先簡要介紹了本期備戰的一
些情況，他表示，「11 月的兩場世界
盃預選賽（40 強賽）比賽非常重要，
對於現在的中國隊來說，必須要打攻
勢足球，我們所有的備戰內容也都圍

繞着這樣的戰略展開。」
佩蘭本期集訓將國安的張稀哲、恒
大的黃博文兩位技術型中場招至隊
中，不過黃博文因隨恒大赴阿聯酋參
加亞冠決賽首回合比賽，直到 8 日才能
歸隊，因此張稀哲成為他重點關注的
球員。對於兩人，佩蘭的評價是：
「這兩人本來也參加了我上任後的首
期集訓，他們技術出眾，善於用腦，
他們只不過是回到這個隊伍中。當
然，由於相當一段時間離隊，他們的
首要任務是和隊友建立默契。」
在本月兩場世外賽比賽中，國足與
中國香港隊的客場比賽最為重要。佩

第 4 屆 U16 亞
洲男籃錦標賽繼
續在印尼進行。
在當地時間 6 日
晚的準決賽中，
中國國青以 84：
90 不敵韓國，史
上首次無緣決
賽，只能與日本
隊 爭 奪 大 賽 季 ■中國U16男籃（紅衫）不敵韓國。
FIBA圖片
軍。中華台北當
晚以 60：57 擊敗日本晉級，與韓國會師決賽。中華台北及
韓國隊同時獲得明年在西班牙舉辦的 U17 世青男籃賽參賽
權。而亞洲區世青賽的第三張入場券則將在中日兩隊對壘
的季軍戰中產生。
本場比賽，國青籃板球 36 對 34，優勢並不明顯，雖然球
隊命中率高達 56％，但自身失誤高達 19 次，反觀韓國隊僅
有5次失誤。
至於中華台北勝日本一役，後衛唐維傑是這次「克日」
的最大功臣，他全場繳出 21 分、3 助攻、2 抄截、抓下 10 個
籃板，2分球投11中7。
兩年一屆的U16亞青賽今年第4次舉行，中華台北隊過往
最佳戰績是上屆的第 4 名，當時季軍戰就是敗給日本隊。這
也是中華台北男籃史上首度打進U16冠軍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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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也回答媒體記者有關港隊歸化球員
的問題時說：「有些球會和球隊為了
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會選擇招募一
些歸化球員，這個我可以理解，但對
我們來說，我們只需要做好自己，我
們集中精神，自然會找到破敵辦
法。」
另外，國足與中國香港隊一戰，將
由巴林裁判蘇克拉拉攜曾共同執法世
界盃的同胞執法。這幾位裁判不僅執
法了 2014 年巴西世界盃和 2015 年澳洲
亞洲盃，2013 年廣州恒大奪得亞冠冠
軍的比賽也是他們執法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小將金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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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洋在比
賽中。 路透社

90.05 分！金博洋前日征戰花樣滑冰中國盃大獎
賽，首次亮相成年組國際賽場便發揮出色，名列男子
單人滑短節目第二，超過第三名將近 10 分。他表示
自己的最終目標是登上奧運會領獎台。
金博洋剛滿 18 歲，但早在圈內以駕馭高難度動作
著稱，因此他對當天的成績並不意外。
「相比平時的訓練水準，今天的表現還是稍微差一
點。第二個三周半和最後一個外接四周跳落冰有一些
不穩。」金博洋在賽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金博洋稚氣未脫，面對媒體的提問也略顯羞澀，但
一向以技術分見長的他在賽場上當仁不讓，當天短節
目中的技術分高達 53.76 分，為全場最高。對於如何
能夠出色完成這些高難度動作，金博洋笑答：「也沒
有難在哪裡，就是心態的問題。」
良好的心理素質是金博洋獲得好成績的最佳幫手。
但平常心與訓練時穩定的成功率也分不開。據金博洋
說，他平時訓練勾手四周的成功率大概在 90％以
上。
展望未來，金博洋說：「我在比賽中沒有太大的目
標，發揮出自己平時的訓練就好了。我希望自己未來
可以站上奧運會領獎台。」
■新華社

中華拾錦
李昊桐衝高球世錦賽首冠
2015 高爾夫世錦賽匯豐冠軍賽昨結束倒
數第二天的爭奪，中國 20 歲小將李昊桐打
出低於標準杆 6 杆的成績並列總成績榜第
二位，與第一名美國選手基思納僅有一杆
差距，他將在最後一天衝擊中國選手在高
爾夫世錦賽中的首個冠軍。李昊桐當天在
前四洞連續打出小鳥球；但在第五洞，將
球打進樹林導致他丟了一杆；不過他在隨
後的擊球中延續了良好的手感，在第八洞
再次抓鳥順利完成比賽。
■中新社

■李昊桐在高爾夫匯豐冠軍賽暫居第二。
法新社

WTA珠海賽 大威輕取雲芝
在昨日進行的珠海WTA超級精英賽準決
賽上，美國名將大威廉絲（大威）以 6：
2、6：2 擊敗今年奪得美網亞軍的意大利老
將雲芝，率先闖入決賽。今次珠海賽，大
威先後戰勝年初在澳網擊敗她的小將妃
絲、中國選手鄭賽賽。不過，與小組賽不
同，昨天的準決賽，是大威在本屆賽事贏
得最輕鬆的一役。大威今與捷克美少女比
莉絲高娃爭冠，後者昨以 6：3、6：1 淘汰
新秀施維杜蓮娜晉級。
■中新社

U16女足亞青賽 中國首勝
2015 年亞足聯 U16 女足錦標賽前日結束
A 組第二輪爭奪。當晚，經過 90 分鐘激
戰，中國隊 4：0 擊敗伊朗隊，取得本屆賽
事首場勝利。今日，中國隊將在小組賽末
輪迎戰泰國隊。後者在本屆賽事中先後擊
敗伊朗隊和韓國隊，值得一提的是，在前
日下午的泰韓一役中，泰國隊在比賽最後 1
分鐘攻破對手大門，打破 89 分鐘僵局，以
戲劇性方式奪得賽事兩連勝。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