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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安儀出戰男子世錦賽
本港首位以外卡身份參加世界男子桌球

錦標賽的女球手、「Cue后」吳安儀，在
當地時間6日展開的外圍賽中暫以0：9落
後給英格蘭老將Peter Lines。不過，「四
眼妹」仍對有幸出戰這一賽事感到興奮：
「出戰男子世界賽的感覺就像一個女生踏
入一間男校比賽，難得有這個機會，我不
理會對手是誰，只想把平時所學盡情發
揮，好好享受。」 ■記者 陳曉莉

甲一男籃今修頓揭戰幔
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事今晚假修

頓室內場館揭開戰幔，晚上7時正展開角
逐，由飛鷹對晉龍WTS，尾場8時40分，
永倫出戰東方，票價50元正，長者及學生
優惠票30元。短短一個月，永倫與東方已
兩度碰頭，各勝一場。今場是聯賽首場揭
幕戰，兩隊再以銀牌陣容隆重登場。兩支
頂級勁旅碰頭，戰果必在電光火石間，賽
事精彩實在不容錯過！ ■記者 陳曉莉

劉夢瓊返日備戰新球季
香港女子

代表隊中場
劉夢瓊即將
返回日本新
潟，向今季
征戰聯賽的
日本足球學
院報到，準
備重新投入
新 一 季 賽
事。她表示
今次回去就
要更加努力的付出：「因為聯賽在本周日
就會開始，所以未必能夠馬上出場比賽。
但是希望在未來更加努力，以滿足教練要
求，繼而取得出場機會。」為此，他亦正
學習日文，希望在場內場外也能更好地與
隊友溝通。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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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聯賽
盃決賽將於本周六上演，南華、傑志
兩支決賽球隊昨日率先舌戰一番，面
對地獄賽程的傑志強調不會為下周的
亞協盃留力，今仗會全力爭勝誓取今
季首個錦標。
近況不俗的傑志於本地賽事已錄得

五連勝，大勝東方一役更是今季代表
作，前鋒羅勳奴逐漸上力入球頻頻，
不過傑志教練朱志光表示球隊仍會
「穩陣」為先：「決賽肯定不會盲目
搶攻，會採取一貫踢法避免犯錯，對
球隊很有信心。」
下周傑志需要作客出戰亞協盃出線

關鍵戰，不過朱志光表示不會因此留
力會全力爭取冠軍。他還指出南華悍
將陳肇麒近年表現成熟，是球隊要小

心提防的對象。
南華今季面對傑志

的成績為一勝三負，
不過主帥列卡度自信
球隊今仗可以取勝：
「我們大部分的傷兵
已復出，今仗可全力
出擊，傑志是一支非
常平均的球隊，全隊
均要小心提防。」
陳偉豪則笑稱除好

友盧均宜外，傑志全
隊均有威脅，對於球
隊近期傷兵滿營，這位隊長認為南華有
足夠陣容深度面對：「我自己也是剛傷
癒不久，狀態不是很好，不過球隊有很
多出色的球員，如羅素等近來狀態就很

出色，足夠應付連場硬仗。」
另外賽馬會女子國際青年足球邀請

賽將由今日起一連三日假天業路仿真
草足球賽舉行。

傑志 南華信心滿滿誓捧聯賽盃

昨天出版的最新一期日本《週刊文春》，
以「福原愛要結婚囉！對象是台灣乒乓球選
手」為標題報道福原愛將嫁給江宏傑。報道
引述熟知兩人戀情的人士透露，今年2月，
福原愛與媽媽赴台與江家一起過春節。
江宏傑，被暱稱為「江君」，從十幾歲開
始代表中華台北參加世界比賽，去年被選為
台灣乒球最佳選手，被寄予厚望，幾乎已確
定將出戰今年8月里約奧運，身高逾1米80
的江宏傑擁有很多粉絲。
曾被稱為「天才乒球少女小愛」的福原
愛，今年27歲，是引領日本女子乒球的菁英
選手，帶領日本隊在2012年倫敦奧運、今年
的世界錦標賽的團體賽獲銀牌。
據報道，兩人十幾歲時在東亞少年乒球錦
標賽認識，但只是泛泛之交。2014年福原愛
腰椎椎間關節發生障礙，無法參加翌年的日

本錦標賽，
此時，傷心
的福原愛得
到江宏傑的
鼓勵。
江 宏 傑

頻頻透過
facebook給予關懷。去年春天，江宏傑開始
猛攻。江宏傑告訴她，「如果小愛想持續打
乒球也可日本、台灣兩頭跑」。據熟知兩人
戀情的人士透露，「兩人有意在今年8月里
約奧運之後結婚。」
熟知兩人戀情的人士透露，今年2月，福
原愛與媽媽訪江家，與江宏傑父母見過面，
江宏傑的父親在日本企業上班，會講日文，
福原愛和媽媽還和江宏傑的親友一起過春
節，受到很溫馨歡迎。 ■中央社

福原愛婚期近
年初江家過春節

七人欖球今日賽程
日本日本 VSVS 巴西巴西

東加 VS 摩洛哥
西班牙西班牙 VSVS 巴布亞新幾內亞巴布亞新幾內亞

智利 VS 墨西哥
津巴布韋津巴布韋 VSVS 德國德國

香港 VS 開曼群島
日本日本 VSVS 摩洛哥摩洛哥

東加 VS 巴西
西班牙西班牙 VSVS 墨西哥墨西哥

智利 VS 巴布亞新幾內亞
津巴布韋津巴布韋 VSVS 開曼群島開曼群島

香港 VS 德國
薩摩亞薩摩亞 VSVS 肯雅肯雅

威爾士 VS 韓國
美國美國 VSVS 葡萄牙葡萄牙

蘇格蘭 VS 俄羅斯
新西蘭新西蘭 VSVS 法國法國

斐濟 VS 加拿大
澳洲澳洲 VSVS 阿根廷阿根廷

南非 VS 英格蘭

在6日晚舉行的2016全國游泳
冠軍賽暨里約奧運選拔賽上，葉
詩文以2分12秒02奪得女子200
米混合泳金牌。「這塊金牌對我
來說非常重要！」葉詩文表示，
接下來的4個月她會全力以赴備
戰奧運。
去年8月，葉詩文腳踝接受手

術，術後3個月沒有下水。本次比
賽是葉詩文康復後參加的第一場比
賽，爭取奧運資格是她的目標。
「雖然今天的成績與我賽前的
預期差了1秒，但總體來說對自

己比較滿意，畢竟還在恢復和調
整階段。」葉詩文賽後接受中新
社記者採訪時心情放鬆了很多，
並表示，接下來要努力恢復狀
態，備戰奧運。
許多人期待「小葉子」重回巔
峰，這給她帶來了一定壓力。
「我是一個想得比較多的人，所
以有時候會覺得有壓力。不過還
是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另外，里約奧運會游泳項目的

比賽將於半夜開始游泳決賽。對
此，中國游泳隊副總教練、科研

組組長陸一帆博士
介紹，中國隊計劃
於7月初前往美國
進行適應性訓練，
屆時將「根據奧運
賽程，逐漸推遲以
往的上午和下午訓
練時間，改為中
午、晚上訓練。」
■中新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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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隊進行賽新西蘭隊進行賽
前訓練前訓練。。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七欖」開波，港隊

爭出線！本地體壇年度「派對」國際七人欖球賽今起一

連三日假香港大球場舉行，門票早已火速售罄下勢將再次掀起欖球狂熱，而作為東道主的

港欖於今午2時50分粉墨登場對開曼群島，誓要突破外圍賽再創佳績。

今屆「七欖」繼續掀起全城欖球
狂熱，28支來自世界各地的勁

旅會師香港大球場齊齊獻技，爭取
欖球界「最強」頭銜，門票一早售罄下預
計會有超過12萬名觀眾入場感受這個一年

一度香港體壇最大「派對」的氣氛。
賽事方面首日已經出現連場好戲，除衛

冕的斐濟將亮相出戰加拿大外，備受本地
球迷歡迎的英格蘭亦會於晚上8時50分與
勁旅南非合演重頭戲；至於港隊今日則會
連打兩場，先於下午2時50分出戰開曼群
島，然後5時02分硬撼德國，而明日上午
10時50分將面對小組最強對手津巴布韋。

港隊今戰開曼群島與德國
港隊主帥備加力表示這將是球隊出戰奧

運外圍賽前的最重要賽事：「國際七人欖
球賽是球隊在一眾本地支持者面前展示實
力的最好機會，我們為此做了最好的準
備，球員們都很期待賽事的來臨，有信心
可以出線。」備加力亦強調今屆港隊陣容
新舊結合下經驗與活力兼備，相信是近年
最強的港欖：「同組對手均有一定實力，

尤其是津巴布韋實力很強，不過在主場之
利下我相信球隊可以出線。」
另外，為了讓市民盡情投入「七欖」盛
事、感受賽事的現場熾熱氣氛，賽會將於
賽事舉行期間在銅鑼灣掃桿埔加路連山道
63號印度遊樂會免費開放「滙豐七人欖球
地帶」。屆時，「地帶」內除設有多個互
動遊戲、可贏取獎品外，國際欖球巨星
亦將出席「七人欖球巨星技能挑
戰」，與大家一較高下。「地
帶」具體開放時間為今日中
午12 時至全日賽事完結，明
日早上8 時至全日賽事
完結，周日早上8時
30 分至全日賽
事完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香港女子七人欖球賽昨
日拉開序幕，香港「女
欖」首日取得2勝1負的
成績，今早與日本爭入
銀盃賽四強。
爭取出線的香港女

子欖球隊昨日有個好
開始，首場分組賽，
在主力潘柏恩頻頻得
分下以45：0大破斯
里蘭卡，可惜次仗面對
阿根廷出現不少失誤，
最終以5：12敗陣；幸好
在昨日最後一戰港隊成功找
回狀態，以 24：0 大勝泰
國，以2勝1負完結首個比
賽日，今早10時硬撼「死
敵」日本爭奪出線資格。
賽後，潘柏恩表示對阿根廷未能取

勝感到可惜：「其實首日球隊發揮得
不錯，對阿根廷一戰犯錯太多，（今
日）有信心可以擊
敗日本出線。」

七欖今再掀狂
七欖今再掀狂
七欖今再掀狂熱熱熱28支世界勁旅會師香港大球場

■■衛冕冠軍斐濟賽衛冕冠軍斐濟賽
前備戰前備戰。。 法新社法新社

■一 班七欖大
使及香港隊成員
享受中西合璧的
港式美食。

■■劉夢瓊即將返回日本足
球學院。

■■香港隊球員謝家美香港隊球員謝家美（（右右））帶球進攻帶球進攻。。新華社新華社

■■女子國際青年女子國際青年
足球邀請賽今開足球邀請賽今開
賽賽。。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兩隊教頭朱志光兩隊教頭朱志光（（左左））與列卡度與列卡度
虎視冠軍獎盃虎視冠軍獎盃。。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福原愛福原愛（（左左））與江與江
宏傑熱戀宏傑熱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葉詩文在女子葉詩文在女子200200米米
混合泳摘金混合泳摘金。。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