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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寶香一劍封喉 港隊亞錦賽添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在亞
洲國際博覽館進行的亞洲劍擊錦標
賽，港隊再有好消息：於男子重劍及
女子花劍團體賽再奪兩銅，而今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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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旻憓領銜的香港女子重劍隊將會登
場，有望為港隊再添獎牌。
由「老將」連寶香、張楚瑩、廖恩
尉及劉卓瑜組成的香港女子花劍隊昨
日打出超水準，8 強激戰新加坡憑藉
連寶香最後「一劍封喉」以 44：43 險
勝晉級。而準決賽面對亞洲第一的韓
國，港隊仍然一直力迫對手，可惜尾
段連失數分以 34：45 落敗，雙銅牌制
下雖然在季軍戰不敵中國國家隊，但
仍為港隊收穫一面銅牌，而韓國則成
為冠軍。
「大師姐」連寶香完成昨日比賽後
將正式退役，她表示在運動員生涯最
後階段於主場拿到獎牌已是無憾，這
面銅牌更是自己最難忘及最特別的一

面獎牌。
港男隊於重劍團體賽同樣有好表
現，方凱申、何施浩及吳浩天先於 8 強
驚險地以 45：43 擊敗哈薩克，四強面
對韓國，中段更一度以 37：36 領先，
不過港隊尾段未能頂住韓國的猛攻以
40：45 飲恨，與女隊一樣獲得一面銅
牌。
亞錦賽煞科日繼續有好戲上演。港
隊「美少女」劍手江旻憓將再度登
場，出戰女子重劍團體賽。雖然早前
於個人賽遺憾失金，不過江旻憓表示
心情已經平復過來，準備好與隊友一
起並肩作戰：「我一直很期待團體
賽，隊友們都花了很多時間練習備
戰，我相信今次港隊會有好成績。」

普巴訪港

極大考驗車手毅力與賽車性能的第

曼聯球星中場普巴（右）昨午首度來港，隨即
與百多名球迷見面，簽名、熊抱、合照等，表現
十分親民。他透露來到香港必做兩件事：「看夜
景、吃點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85 屆法國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當地時間
18 日落下帷幕，耀萊成龍 DC Racing
車隊 38 號賽車獲得 LMP2 組冠軍，此
外他們還是全場總成績亞軍，這也是中國車

奧斯卡失態
引發穗滬衝突

隊首次登上勒芒耐力賽頒獎台。
時捷車隊 2 號賽車經過意外不
斷的 LMP1 組較量後拿到總成
績冠軍，這是保時捷車隊歷史上第
19 次獲得勒芒耐力賽冠軍，也是他
們連續第三年在該項賽事中奪冠。
跨越兩天的賽事從 17 日下午 3 時
正式開始。夜幕降臨後賽道上意外
不斷發生，其中 LMP1 組的豐田車
隊受到影響最大，他們的三部賽車
一度對保時捷車隊 1 號賽車形成
「三英戰呂布」的局面，然而其中
兩部賽車先後因故障退賽，而保時
捷1號賽車也在比賽還剩最後4小時
出現故障，他們的 2 號賽車逐漸趕
上並最終奪冠。值得一提的是，6
部參加 LMP1 組的賽車最終僅有兩
部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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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荷斌膺華裔車手第一人
董荷斌與兩位隊友洛倫特、賈維
斯輪番駕駛的耀萊成龍 DC Racing
車隊 38 號賽車在比賽中表現極為穩
定，一度佔據總成績榜首，不過他
們的總成績優勢此後還是被性能更
強的保時捷 2 號賽車一點點「蠶
食」，最終 38 號賽車收穫 LMP2 組
冠軍。由此董荷斌首次代表華裔車
手登上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的組別最
高頒獎台，這也是首次有華裔車手
登上全場頒獎台。另一位華裔車手
程飛所在的耀萊成龍車隊 37 號賽車

打機車神劉錫輝
勒芒之路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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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LMP2組第三名。
賽後董荷斌說：「我很自豪地站在
這裡，五年前我和程飛一起開始了這
段冒險旅程。我們通過國際汽聯世界
耐力錦標賽一步步得到了成長，如今
車隊贏得勒芒24小時耐力賽（LMP2
組）冠軍，這非常特別。」
勒芒 24 小時耐力賽根據車型不同
分為多個小組比賽，其中勒芒原型
車是指一種專門為該賽事設計的車
型，又根據車身重量不同分為
LMP1 和 LMP2 兩組。比賽持續 24
小時，每輛賽車配備 3 名車手，交
替駕駛，最終行駛里程最多者為冠
軍。賽道每圈長13.629公里。
■新華社

由打機車神轉變為職業車手的香港車手劉錫輝
（Edgar Lau）在法國「勒芒之路」第二場賽事中
以完美表現，取得全場第六名驚人佳績。
Edgar 從第 10 位起步駕駛 Norma M30 戰車並讓
人難以置信地超前 5 位，然後交棒到隊友 Jacques
Wolff，6 號的 DKR Engineering 戰車在他手中最終
第六名完成， 這將是這位香港車手繼續打入國際
賽車運動的另一個里程碑。
賽後，Edgar 表示：「第二場賽事很好，我對結
果非常滿意。以第 10 名起步，然後順利超前至第 9
位，讓我很快就能佔據有利位置。感謝這部完美戰
車，讓我們可於賽道的Mulsanne Straight 直路上超
車。 進入維修站交棒前，我們成功超越一部速度
很快的Aston Martin賽車。 感謝隊友Jacques Wolff
出色的表現，我們能在交棒後成功收復損失掉的名
次。最終我們取得全場第 6 名完成賽事，結果非常
滿意。這是我第一次於勒芒出賽，第二次駕駛
LMP3 原型賽車，這絕對是個很好的學習過程，我
期待着我下一場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超（中國足協超級聯賽）第 13 輪，廣州富力
主場對陣上海上港，雙方發生大規模衝突，李提
香、傅歡直接被罰下。
該場比賽，富力主場以 1：1 戰平上港。上半場
補時階段，在中場的混戰中，奧斯卡面對盧琳的逼
搶，將球大力踢向對方身體。巴西人的行為引爆了
場上的火藥桶，雙方一度爆發激烈的肢體衝突，比
賽中斷長達 5 分鐘。此後，裁判將富力的李提香和
上港的傅歡雙雙紅牌罰下。
另外，當日迎來 71 歲生日的世界名帥卡比路沒
能以一場勝利為自己慶祝，他剛剛接手的江蘇蘇寧
主場以0：1不敵保級對手長春亞泰。

理文獲准組隊戰港超
港超聯方面，足總賽事小組昨午議決，讓上市公
司理文造紙組隊參加超聯，要按上季廣州富力隊相
同條件支付100萬參賽。據悉理文已於上周付費。
另外，廣州富力在新一屆港超聯只須支付 30 萬
（上季付 100 萬港元）即可繼續參賽，並以廣州為
主場。不過，富力要負責港超各隊、球證等人員交
通、住宿、用膳全部費用。足總還允許富力起用外
援「註3出2」及簽9名香港球員，其中半數是青年
球員，目前富力已以兩季合約共 350 萬薪酬簽得東
方羅拔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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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男籃今演紅黃大戰
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事今假修頓室內場館
上演，晚 7 時正展開角逐，由南青對旭暉；尾場 8
時 40 分，上演「紅、黃大戰」由五戰全勝的南
華，對僅負一場的永倫。若永倫今晚勝出的話，便
有機會重奪常規賽冠軍，故相信雙方絕不會手軟，
大戰一觸即發，票價 50 元正，長者及學生優惠票
3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七巨星下月會師
「香港桌球大師賽」

■吳安儀與桌總主席麥耀開落力宣傳大師賽
吳安儀與桌總主席麥耀開落力宣傳大師賽。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特區政府成
立 20 周年，香港桌球總會特於 7 月 20 日至 7 月 23
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主辦「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
2017」，屆時將有七位世界級球星雲集香江，而
「神奇小子」傅家俊及世界冠軍、「四眼 CUE
后」吳安儀也將主場出戰，賽事採取淘汰制。
桌總昨午舉行記者會公佈賽事詳情，英國的五屆
世界冠軍「火箭」奧蘇利雲、「一哥」沙比、蘇格
蘭的希堅斯、梅菲等四位世界冠軍連同卓林普、鶴
健士，將於「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 2017」與香港
「一哥」傅家俊爭奪冠軍寶座以及31.5萬英鎊（約
314,588港元）獎金。
與此同時，本港世界冠軍「四眼 cue 后」吳安儀
也將於 7 月 23 日和兩位殿堂級巨星──7 屆世界冠

軍、「桌球皇帝」亨特利及「白旋風」韋德，進行
單循環兩局制表演賽。吳安儀直言會求助於父親了
解兩位球王的打法備戰。
桌總主席麥耀開坦言：「能邀請這些巨星來港參
賽非常不容易，特別是奧蘇利雲，你們知道他很有
性格，就算有錢也未必會來，所以十分感謝他肯抽
時間來香港！」
7 月 20 至 21 日的 8 強賽採 9 局 5 勝，22 至 23 日的
準決賽及決賽則採 11 局 6 勝。8 強對陣為：沙比對
羅拔臣、希堅斯對奧蘇利雲、卓林普對梅菲、鶴健
士對傅家俊。
比賽門票明起在城市售票網門市及互聯網等發
售，8 強賽事票價為港幣$100、$200、$300，4 強
及決賽票價為$150、$300、$450。

國羽奪印尼賽男女雙冠軍
印尼羽毛球公開賽當地
時 間 18 日 晚 在 雅 加 達 落
幕。中國男雙李俊慧∕劉
雨辰（見圖）和女雙陳清
晨∕賈一凡獲得冠軍，混
雙鄭思維∕陳清晨獲得亞
軍。此外，印度選手斯里坎特．基達姆比戰勝日本
選手坂井一將，獲得男單冠軍。日本選手佐藤冴香
戰勝韓國人成池鉉，收穫女單冠軍。
■新華社

中國男排世界聯賽三連勝
世界男排聯賽昆山站周日在江蘇昆山落幕，中國
男排苦戰 5 局，在對方手握 5 個賽點的情況下上演
逆轉，以 3：2 力剋日本男排。這樣，中國男排在
本站比賽取得三戰全勝戰績。雖然本站比賽取得三
連勝，但中國隊在世界男排聯賽第二檔次最終排名
第5，仍然無緣將在澳洲舉行的總決賽。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