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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乒直通德國世乒賽
選拔賽第一階段的比賽
於日前全部結束，樊振
東和劉詩雯分別收穫了
男隊和女隊第一個參加
世乒賽單打比賽的資
格，隊長馬龍和丁寧也
展現了穩定的競技狀
態，但是，國乒隊總教
練劉國梁對男隊另一位
主力球員許昕的表現卻
並不滿意。
從戰績上看，許昕8

勝3負的成績在所有選
手中位列第4，並不算太
差，但是劉國梁卻對許
昕在關鍵時刻的表現很
不滿意。「他前面打得
很好，主要是和林高遠
的這場，只要贏下比

賽，他就掌握了主動權，可是
沒有把握住。他經常在肯定能
拿下比賽的時候走神，容易放
鬆，」劉國梁評價許昕時說。
在與林高遠的比賽中，許昕在
局面良好的情況下以1:2輸給對
手，遺憾地失去了直通世乒賽
的主動權。劉國梁表示，這已
經不是里約奧運會後第一次給
許昕敲警鐘了。

兩位隊長起表率作用
儘管馬龍和丁寧兩位隊長都

沒有拿到直接晉級的資格，但
是劉國梁對於他倆的表現還是
給予了肯定。「兩位隊長很努
力，拚盡了全力。他們很有責
任心，職業精神也很好，不管
自己獲得第幾，都盡全力做到
最好，給其他隊員們起到了表
率作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
「桌球天后」吳安儀前晚出席健靈慈
善基金舉辦的「你我的香港Our Hong
Kong Forum」分享會上透露，她15歲
停學當全職桌球員去追自己的夢想，
目前才重投校園，卻出現自卑感很不
好受，幸獲父親的鼓勵和開解，令她
明白到自己的成長和一般青年人不
同，只是人生學習時間表的次序倒轉
而已。
另外在分享會上，儘管身為世界冠

軍的吳安儀，但她愈打愈感到對桌球
的知識仍是「小學雞」一名，而吳安
儀亦寄語年輕人：「夢想要是自己的
興趣，認真去做一件事亦是一門學
問，每個夢想也別具意義。要學會面
對困難，做人、做事或是比賽都要不

怕輸，更要珍惜生命和健康。」
至於談到未來規劃時，吳安儀說：

「作為職業運動員，希望自己能參加
更多的國際比賽，為香港拿更多的冠
軍。當然，最重要的是在香港推廣這
項運動，讓更多香港人了解這項運
動，希望這項運動在香港更加普
及。」

世錦賽望有超水準發揮
而吳安儀將在周六直飛新加

坡，衝擊下周首度移師
亞洲舉行的世界女
子 桌 球 錦 標
賽，上屆單
打獲亞軍、
前屆奪冠的

她透露：「上周教練安排和傅家俊進
行熱身賽，又驚又喜並有出色表現，
在沒有時差和熟識的城市下出賽，這
次世錦賽望有超水準發揮，至於成績
我就不想太多。」
另外，香港首席桌球手傅家俊昨日

在威爾斯北部舉行的球員錦標賽首
圈，以總局數5:1反勝蘇格蘭的麥基
爾，昂然躋身第二圈。

重投校園曾感自卑
吳安儀幸獲父親開解

李永波傳續任國羽總教練
中國國家羽球隊(國羽)最新的教練陣容昨日

流出，李永波傳續任總教練一職。國羽去年在
里約奧運會未能守住5枚金牌後，還發生球員
場上產生矛盾、對教練無理、林丹出軌等事
件，一度盛傳責任最大的李永波帥位不保。如
今，據前國羽隊員龔偉傑的社交媒體消息公
佈，國羽教練隊伍名單，李永波仍然穩穩掌舵
國羽。在去年里奧保住含金量最重的男單與男
雙兩枚金牌，相信是保住李永波帥位的重要因
素。 ■記者梁啟剛

方誠義復操料可候命上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東方龍獅籃
球隊明晚將回到主場灣仔修頓體育館迎戰菲律
賓火焰，在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爭取9
連勝，而賽前收到極好消息，此前右手拇指甩
骹倦勤的方誠義，昨午已復操並料可候命上
陣。另外，東方龍獅已取得ABL總決賽舉辦
權。

三歐洲球會來港踢七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2017香港足球
會CITI國際七人足球賽將於5月26至28日假
港會場舉行，大會昨日宣佈法甲馬賽、德甲利
華古遜及意甲卡利亞里三支歐洲著名球會將會
派隊來港參賽，賽會形容今屆賽事將是最具國
際性的一次，主辦單位表示未來一個月會陸續
宣佈其他參賽球隊。另外，昨晚舉行的港超聯
賽，南華在主場將軍澳運動場以4:0擊敗港會。

郎平沒考慮當排協主席
從姚明擔任中國籃協主席，傳遞出了

「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的人才使用思
路。那麼，依然與中國排球密不可分的功
勳教練郎平是否會到更高的崗位發揮作用
呢，比如排協主席？近日術後在洛杉磯養
傷的郎平坦言，「沒有考慮過擔任排協主
席這個事情，因為排球情況跟籃球還是有
所不同，還是要根據項目特點來做決
定。」 郎平表示，相比「當官」，自己
更在行的是技術上的東西。「我跟總局有
過很多的交流，我也支持總局改革的想
法，作為排球人，我會給出更多的建議，
和同仁們一起把排球搞好，」郎平說，
「不管做什麼，把自己最擅長的做好。我
更擅長的是技術。」

信姚明促進中國籃球
談到自己的好友姚明，郎平表示，姚明

的優勢是年輕，對世界籃球的發展也比較
了解，在最高水準的NBA打過，對中國籃

球事業的發展
有非常積極的
促進和推動。
「他非常睿智
有膽量，相信
在他和同事的
合作下，一定
會把中國籃球
推到一個比較
高的位置。」

■新華社

短訊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否認姚明「被架空」
「我們剛推舉姚

明任籃協主席，第
二天就有聲音質
疑，『姚明怎麼被
架空了，姚明怎麼
說 話 不 算 數
了』。」中國國家
體育總局局長苟仲
文抬高聲調。一時
間，全場目光集中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
籃球協會新任主席姚明的身上。這是日前
發生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體育界小
組會議上的一幕。苟仲文是最後一位發言
者，他談起如何解決好國家體制和市場經
濟的問題，坦言「當前體育處於計劃體制
和市場體制嚴重碰撞的階段」。然後他說
到改革，說到了姚明。
2月23日，姚明在第九屆中國籃球協會
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新一屆主席。昔日的
「小巨人」由此處於輿論漩渦。先有傳
言，他提出的聯賽改革方案「全部遭否
決」。籃協隨即闢謠稱：「沒有任何人提
出任何議案」。
「姚明也不能說今日上任，明日就出台一
系列政策，而是要有一個過程。」苟仲文
說：「我們下一步要加大改革力度，也希望
各方面給一些理解，給一些支持，特別是給
一些耐心。」苟仲文說，當下除了強化改
革，沒有別的路子可走，要平衡市場體制和
計劃體制。他說改革更需要社會各方參與，
「改革是體育未來發展的主旋律」。■中新社

直通世乒賽

國乒選拔首階段奏捷

中國乒乓球隊杜塞爾多夫世乒賽選拔賽日前在深圳戰罷第一階

段，經過十一場比拚，樊振東和劉詩雯如願摘得男女單冠軍，成

為中國隊首批獲得世乒賽參賽資格的選手。

不同於女單比賽形勢相對明朗，男單比賽
在最後一個比賽日開始前冠軍歸屬仍存

懸念：馬龍、樊振東、許昕、林高遠同為7
勝2負，四人均具備奪冠可能。當日，樊振
東以兩場2:0相繼戰勝梁靖崑、許昕，馬龍同
樣取得兩場勝利(含一場張繼科因傷退賽)，兩
人最終戰績均為9勝2負，但樊振東在面對馬
龍的比賽中取得勝利，從而憑藉勝負關係，
幸運地拿到男隊首張世乒賽入場券。
「希望自己在新的周期(在隊內)有更重要
的位置，承擔更多的責任。」能夠從被譽為
「地表最強十二人」的選拔賽中脫穎而出，
讓20歲的樊振東對未來充滿信心，這位國
乒的「希望之星」如今已經成長為隊內最為
倚重的主力之一。

樊振東：心理承受力得到鍛煉
其實，樊振東此次的晉級之路並不平坦，在
前兩個比賽日，發揮不佳的他遭遇兩場敗績，
就連他本人都一度認為自己沒有機會爭奪冠
軍。樊振東認為，經歷了本次選拔賽的洗禮，
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得到了極大的鍛煉。

劉詩雯：憋着一股勁證明自己
女單比賽當晚迎來一場焦點對決，排名第
一的劉詩雯迎戰排名第二的丁寧，這場比賽
直接關係到女隊究竟誰能第一個拿到世乒賽
門票。最終，本次選拔賽上狀態更為穩定的
劉詩雯笑到最後，她以13:11、11:9艱難擊
敗丁寧，從而以一波十一連勝的驕人戰績，

率先進軍
杜塞爾多夫
世乒賽。
「有一段時間沒有出

來比賽，這次希望自己能
有一個新的面貌。」對
於這個結果，劉詩雯有
些始料未及，今年年
初，她剛剛結束禁賽
回歸國家隊，此次選
拔賽是她回到國家隊
後參加的第一項重大
賽事，而禁賽期內
的她始終憋着一股
勁兒渴望證明自己。
劉詩雯坦承，能夠在最後一

場戰勝老對手丁寧多少有一些運氣的
成分，因為三局兩勝的賽制對於擅長前
三板的她，無疑更有利一些。「丁寧是一
個很強大的對手，這樣的比賽對我們雙方來
說，可以達到互相促進和進步的目的。」
根據賽程，今日杜塞爾多夫世乒賽選拔賽

第二階段將重燃戰火，男女隊將各產生一個
世乒賽參賽資格。 ■中新社

樊振東 劉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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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體壇精英
為港單車隊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場地單車
世界錦標賽下月12至16日將首度於香港舉
行，屆時香港市民將有機會親身為以「牛
下女車神」李慧詩為首的香港單車隊現場
打氣，成為他們競逐「彩虹戰衣」的最強
後盾。而主辦單位近日更特意訪問了四名
本地體壇精英，當中包括郭灝霆、蘇樺
偉、吳安儀及胡兆康，為港單車隊打氣。
郭灝霆於2011年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

15公里捕捉賽獲得世界冠軍，現轉戰科
技界的他認為，香港能夠擁有一個世界級
的單車館，絕對是難能可貴，並寄望於近
來屢獲殊榮的香港單車隊能於世錦賽中再
奪世界冠軍。傷健運動員蘇樺偉視其運動
生涯為一個「神奇之旅」，透過自身的經
歷，體驗到每位運動員參與比賽的背後，
必定花了無盡時間接受艱苦的訓練，他深
信香港單車運動員亦不例外。桌球好手吳
安儀則替香港單車運動員感到自豪，因為
港隊代表將會有機會在港人見證之下穿上
單車界最高殊榮的彩虹戰衣。而保齡球名
將胡兆康認為成功運動員的共通點就是要
堅守着自己夢想，專心向目標邁進。

■■郎平在洛杉磯進行郎平在洛杉磯進行
康復訓練康復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香港「「桌球天后桌球天后」」吳安儀吳安儀。。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吳安儀吳安儀((左左22))在台在台

上分享上分享。。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劉詩雯在比賽劉詩雯在比賽
中回球中回球。。新華社新華社

■■許昕表現被批評許昕表現被批評。。新華社新華社

■■郭灝霆與胡兆康郭灝霆與胡兆康((左左))支支
持港單車隊持港單車隊。。 公關圖片公關圖片

■■樊振東在比
賽後向觀眾致
意。 新華社

■■丁寧在比賽中丁寧在比賽中。。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籃球協會新任中國籃球協會新任
主席姚明主席姚明。。 中新社中新社

■■一度盛傳李永波帥位不保一度盛傳李永波帥位不保。。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