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2

■責任編輯：陳曉莉

體  育  新  聞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7年
2017
年 7 月 17
17日
日（星期一
星期一）
）

昆士蘭短池賽
寧澤濤締新猷

■中國女排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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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中國女排於 2017
澳門銀河娛樂世界女排大獎賽煞科戰復仇成功，以

正在澳洲訓練的中國游泳名將寧澤濤（見圖），
昨在昆士蘭短池游泳賽男子 100 米自由泳的較量
中，游出 46 秒 64 的佳績，不僅刷新了個人最好成
績，同時也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全國短池 100 米
紀錄，距亞洲紀錄僅有0.05秒之差。
在日前進行的 50 米自由泳比賽中，寧澤濤以 21
秒77的成績奪冠。昨日的100米自由泳賽事，寧澤
濤表現更勝一籌，以 46 秒 64 第一個衝至終點，奪
得冠軍。他的分段成績是：25 米 10 秒 84，50 米 22
秒 50，75 米 34.52 秒，最後 25 米衝刺 12.12 秒，成
為昆士蘭短池游泳賽50自和100自雙冠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3：2 力克美國取得第二名，今仗中國女排共有四人
得分「上雙」，年僅 19 歲的「奇兵」高意個人獨取 14 分，與袁心玥重現

大埔組千萬大軍
劍指港超三甲

網前「長城」，成為贏波關鍵。

中國女排今場以朱婷擔任正選，在這名王牌領
軍下表現明顯有改善，可惜首局尾段在一度

領先 4 分下被美國反勝 27：25，早段失利未有打擊
中國女排的信心，在攔網發揮出色下連取兩局25：
23 及 25：21。不過第四局美國在關鍵分把握較
佳，以 25：23 扳回一城，到第五局中國女排重新
找回節奏，一直保持領先至完場，以 15：11 贏得
決勝局，總局數 3：2 擊敗美國成為澳門站第二
名，一雪昆山站落敗之辱。
朱婷復出擔任正選發揮了穩定軍心之效，難得的
是一眾小將今仗重拾信心，龔翔宇今場多次強攻得
手獨得 19 分，袁心玥在網前及快攻均打出水準。
令人意外的是今場被委以重任的高意打出大獎賽以
來最佳表現，取得的 14 分之中有 6 分是來自攔網，
她與袁心玥在網前的精彩演出將美國打得措手不
及。

朱婷讚球隊攔防進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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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亦稱讚球隊攔防大有進步：「我們今仗攔防
做得相當不錯，副攻發揮得很好，全隊表現均比上
一站大有進步。」獲選為「銀河娛樂之星」的朱婷
亦表示球隊需要向美國隊學習，尤其是提升攻防速
度方面。
而執行教練安定傑亦滿意球隊發揮，不過未來還
要繼續調整：「比起對意大利的比賽，今場我們進
步明顯，尤其是在壓力下一傳容易失誤，在關鍵時
刻的控制力亦不足，至於朱婷我們是希望以節奏快
的比賽幫助她提升狀態，相信到總決賽可以看到最
好的朱婷出現。」
而昨日另一場比賽，意大利直落三局以 25：
13、25：20 及 25：14 橫掃土耳其，於澳門站三場
全勝成為冠軍，而隊中二傳手瑪利諾芙則獲選為最
有價值球員。

■8 名新加盟大埔的球員雄心壯
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港超第三支千萬
大軍和富大埔昨午舉行記者會，宣佈班費加碼至
1,200 萬元。足主蔡尚圻表示球隊已進入當打年
代，目標是奪超過一項冠軍錦標及打入港超聯三
甲。上屆大埔只奪得菁英盃冠軍，班費8百萬元。
大埔民政事務專員呂少珠昨主持授旗儀式，多位
贊助商見證。主教練兼總監李志堅和兩名隊長黃威
及李瀚灝揮動會旗，正式開啟 2017-18 年度港超征
途。大軍將於8月13日拉隊到泰國集訓及踢多場的
練習賽。
伊達和平下分手離隊投富力及中鋒射手盧卡斯轉投
傑志，大埔失兩大主力。「堅sir」承認球隊仍欠中鋒
射手，目前正透過陣中外援穿針引線物色人選。
昨午，大埔共有六名新兵亮相，包括曾効力馬來
西亞超聯的羅素、南華港腳翟延峯、梁冠聰、曾文
輝等，另外還有飛馬棄將迪亞高和袁振昇。

伊高奴光芒四射 勢成朱婷勁敵
座，雖然在一傳及發球上尚
欠穩定，不過只有 18 歲的
她前途絕對無可限量，
伊高奴表示自己仍有很
多進步空間：「能夠三
場全勝是整支球隊的功
勞，我還年輕欠缺經驗，
教練和隊友給了我很多幫
助。」
事實上主帥馬薩蒂上任後更敢
於起用新人，兩名主攻伊高奴及施拉分別
只有 18 及 22 歲，隊長基絲甸娜亦只有 23
歲，而今年上位的二傳手瑪利諾芙也是年
僅 21 歲的小將，這支新生意大利女排在澳
門站顯示了強勁的進攻火力及充沛活力，
相信未來有力重上頂尖行列。

開操

■南華青少年足球學院，昨晨於香港體育學院舉
行球季開操典禮。院長林大輝及兩位日本教練與
一眾教練及學員交流。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短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經過里約奧運小組出局
的慘痛，意大利女排今年積
極地實行換血，新主帥馬薩
蒂重用新人的策略終見成
效，年僅18歲的伊高奴（右
圖）於澳門站合共收穫 64
分，這名擁有恐怖得分能力的
主攻手未來勢將成為朱婷勁敵。
伊高奴是近年意大利重點培育的
新星，在里約奧運資格賽中嶄露頭角，經
過奧運磨練後這名扣球點高達 3.36 米的主
攻表現愈見成熟，在昆山站曾於俄羅斯身
上斬獲 39 分，而在澳門站更是光芒四射，
助球隊連勝中國及美國復仇成功並成為分
站冠軍。伊高奴三戰合共取得 64 分技驚四

■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周五在香港體育館開戰。賽會昨晨舉行
拜神祈福儀式，祈求賽事順利。今次來港的四支勁旅分別為里約
奧運金銀牌得主中國和塞爾維亞，以及世界排名第五、第六的俄
羅斯和日本隊。
中通社

中國跳水兩項失守 為成長交學費
2017 年世界游泳錦標賽當地時間 15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產生三枚跳
水金牌。中國隊在男子雙人 3 米板和
女子 1 米板兩個項目上無緣金牌。領
隊周繼紅表示，新人經驗不足、心理
壓力較大，未來還需歷練。
為了面向東京奧運會，本屆世錦賽
中國隊採取新老搭配的方式，着力鍛

■ 曹緣／謝思埸與金
牌擦肩而過。
牌擦肩而過
。 法新社

■任茜
任茜（
（下）／練俊傑在男女混合
雙人10
雙人
10米台跳水比賽奪金
米台跳水比賽奪金。
。 美聯社

煉新人。
在當日的比賽中，中國隊「00 後」
混雙組合任茜／練俊傑率先拿下一枚
金牌。隨後的女子 1 米板決賽中，中
國小將陳藝文獲得第四名。澳洲選手
基尼憑藉穩定發揮奪得冠軍，俄羅斯
和意大利選手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
男子雙人 3 米板中，中國新組合曹
緣／謝思埸倒數第二跳失誤，導致與
暫列第二位的俄羅斯選手相比，優勢
縮小到 4.5 分。最後一跳，俄羅斯隊憑
藉「殺手鐧」109C（向前翻騰四周半
抱膝）成功逆轉奪冠。
周繼紅賽後表示，這個結果既出乎
意料，也在意料之內。如果正常情況
下，曹緣和謝思埸倒數第二跳不需要
多麼完美，況且是他們倆發揮比較穩

定的動作。但是比分一下逼近，最後
一個動作又是俄羅斯隊擅長的，中國
隊在壓力下出現了問題。「我們的隊
員比較年輕，需要更多時間來磨煉，
未來需要參加更多大賽。」
曹緣和謝思埸賽後情緒低落，但都
表示要直面失敗。曹緣說：「我們倆
年齡差不多，訓練做得挺好，只是第
一次參加世錦賽沒有把實力發揮出
來，缺乏經驗。」作為奧運冠軍，他
認為之前的路走得太順利，這次發現
問題也是好事。
曾奪得喀山世錦賽 1 米板冠軍的謝
思埸也坦言，所有遺憾終將成為經
驗，「這只是剛剛開始，第一次在世
錦賽跳雙人項目，未來路還很長」。
■中新社

馮珊珊美國高球賽繼續領跑
在美國貝德敏斯特進行的
美國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第
三輪比賽中，中國名將馮珊
珊（見圖）以 71 桿的成績完
成比賽，總成績為 207 桿，
低於標準桿9桿，暫列第一。
6 名韓國選手佔據了隨後的六
個名次，其中崔慧珍和梁熙
英 以 總 成 績 208 桿 並 列 第
二。談及末輪比賽，馮珊珊說：「如果 A 計劃行不
通，那就嘗試 B 計劃，如果再不行，就是 C 計劃
了，把球打進洞就行。」
■新華社

丁彥雨航11分助小牛晉四強
當地時間 15 日在美國拉斯
維加斯進行的 NBA 夏季聯
賽，達拉斯小牛以 91：74 大
勝波士頓塞爾特人，殺進四
強。該場比賽，中國球員丁
彥雨航（見圖）替補出場，
表現搶眼，在 19 分 02 秒上
場時間裡 5 投 3 中，4 罰全中
得到 11 分、2 個籃板和 1 次
搶斷，第四節更是成為全場球迷的焦點，觀眾甚至
高喊MVP！享受到了超級明星的待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