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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普羅大眾來
說，兩年一度的
世界大學生運動
會是一個較陌生
的運動會，雖然
它是一個像奧運
般以國家和地區
作為參賽單位的綜合性運動會，但
其參賽者只限於28歲或以下的大
學生，因此其比賽水平比不上奧運
會，吸引力也大大遜色於奧運會。
第29屆夏季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簡稱世大運）剛於上星期四閉
幕，而主辦城市台北也在閉幕禮後
大事慶祝他們在今屆以主辦單位身
份而取得歷來世大運最佳的成績，
並且以26金、34銀、30銅在獎牌
榜排第三位，緊隨第一的日本和第

二名的韓國。作為東道主的台北，為了可
以在今屆賽事創造佳績，早在上屆世大運
的時候已經增加資源，讓更多大學生運動
員能夠增加訓練和比賽的機會，因此，今
次中華台北隊的歷史性絕佳的成績是他們
過往幾年努力付出的成果。
至於中國香港代表隊，憑着何詩蓓在游

泳取得兩面金牌，莫宛螢在武術取得一面
銅牌，以及楊柏朗和黃俊鏗在網球雙打的
一面銅牌也同樣創下港隊在世大運有史以
來的最佳成績。而何詩蓓的兩面金牌，也
讓她平了她的師姐韋漢娜在2009年世大
運游泳比賽取得的兩面金牌紀綠。
當仔細一看這四位取得獎牌運動員的大

學背景，發現沒有一位是在本地大學就讀
的。何詩蓓和網球雙打的楊柏朗和黃俊鏗
都在美國大學讀書，而莫宛螢則就讀北京
體育大學；像這樣的背景資料，可能會令
人覺得是在本地大學不利於培養高水平或
世界級運動員呢？在2009年世大運取得
兩金的韋漢娜當時也是在美國讀大學，因
此，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尋求進一步了解
的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 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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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全運今日部分賽程
比賽項目 姓名 開賽時間

女子佩劍團體賽 何秋瑜、林衍蕙、劉穎怡、歐倩瑩 09:00

男子重劍團體賽 方凱申、何施浩、黎家俊、吳浩天 12:00

乒乓球男子雙打第一輪 黃鎮廷、何鈞傑 14:30

馬術盛裝舞步個人賽(第一輪) 蕭穎瑩 09:00

男子100自由泳 杜敬謙 10:00

田徑女子100米欄 呂麗瑤 晚上

田徑女子跳高 楊文蔚、張靜嵐 晚上

高爾夫球18洞比杆賽男、 港隊 08:30

女子團體第二輪

註：比賽時間如有更改，以全運賽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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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里約奧運代表梁峻榮昨日在天津

第十三屆全國運動會繼續發威，於男子全能賽最後一項計分賽後來居上，總

成績以137分完成、3分之微力壓遼寧姜治慧，奪得港隊今屆第二面金牌。

同日，「牛下女車神」李慧詩於女子凱琳賽衛冕失敗，只奪季軍。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
道）昨日，
第十三屆全
運會迎來第
六 個 比 賽

日，游泳比賽展開更為激烈的爭奪，共產生4
枚金牌。其中，奧運冠軍孫楊在當晚舉行的男
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以1分45秒15的成績
輕鬆奪冠，這也是他在本屆全運會上取得的第
二枚金牌。女子選手方面，「洪荒少女」傅園
慧以59秒40的成績力壓廣東選手汪雪兒摘得
女子100米背泳比賽金牌。
已經拿到400米自由泳冠軍的孫楊，儘管在

4×100米自由泳接力上只獲得亞軍，但在200
米自由泳上依然無可匹敵。決賽中，孫楊位於
第四泳道，雖然他的出發反應並不快，但入水
後，孫楊就表現出「泳壇霸主」的氣勢，在前
50米即游出了24秒78的成績。半程過後，孫
楊就領先第二名徐祺恆半個身位，確立了明顯
的領先優勢。進入後半程，孫楊繼續高歌猛
進，並逐步擴大了領先優勢，將一個個對手遠
遠甩在身後。最後50米衝刺，孫楊全力加
速，輕鬆地率先達到終點。最終孫楊以1分45
秒15的成績奪冠，拿下本屆全運會個人第二
枚金牌。

孫楊奪第二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趙大明天津報道）
早前在天津全運會武術
套路比賽間隙，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到香
港代表團中年齡最小
的隊員——武術選手
劉子龍。
子龍今年只有 17

歲，還在香港聖約瑟
英文中學讀高中二年
級，他也是這次來天
津參加全運會的香港

運動員中年齡最小的。子龍從十歲左右開始練
習武術，他十分喜愛這項運動。本屆全運會
上，劉子龍與隊友、大他10歲的梁倬熙一同
參加了南拳、男刀、南棍三項比賽。
說到在天津已經一個星期的生活，子龍說，
感覺「很適應」，因為他在一年前於天津參加
過武術培訓，而且就住在這次舉辦全運會武術
比賽的理工大學。這幾天住在全運村裡，吃住
條件也很好。而且，前兩天他還在全運村見到
了去看望他們的特首。
說到對自己這次全運會的表現，子龍說「非
常滿意」，因為表現出了自己的最好水平。
「內地的選手太厲害了！我們與他們有很大距
離。所以我們這次來，也主要是能夠給裁判們
留下一個好印象。對我來說，希望在四年後的
下一屆全運會上表現更好。」子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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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港隊最年輕隊員
劉子龍：內地選手太厲害

劍擊外籍裁判成亮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譚笑天津報道）在全
運會的劍擊賽場上，幾位外籍裁判員頗引人關
注。國家體育總局自行車與擊劍中心擊劍部主
任袁向陽介紹，本次比賽首次請來4位來自羅
馬尼亞、埃及、摩爾多瓦等國家的國際級裁判
員，這四名外籍教練不僅提升了劍擊賽事的評

判水平，也進一步推動了比賽的公平公正。袁
向陽介紹，為了保證比賽的公平、不出現裁判
「偏心」的情況，全運會劍擊比賽的各個分賽
採取裁判迴避制度，即個人賽中，雙方運動員
從四位裁判中各選出一位裁判迴避，最終留下
的兩位裁判主裁當次比賽。

易建聯傷癒復出即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昨

午，本屆全運會最受關注之一的男子籃球成
年組比賽正式開打。首戰比賽，易建聯率領
全運兩連冠的廣東男籃迎戰由多位CBA選
手組成的北京男籃。最終，廣東男籃憑借周
鵬等人的出色發揮，以 63:56 力克北京男
籃，取得開門紅。其中，剛剛傷癒復出的易
建聯表現平平，出場的29分鐘僅取得9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除了傳統強項，港隊近年
在不少運動項目均有新星上位，人
氣急升的「跳高美女」楊文蔚今晚
將亮相全運決賽，而剛收穫一面銀
牌的杜敬謙亦會於早上10時出戰男
子100米自由泳預賽。
雖然在剛過去的世大運只跳出

1.84米名列第8，不過接連出戰兩
個世界級大賽、首度參加全運的楊
文蔚表示有信心再挑戰自己所保持
的1.88米香港紀錄：「世大運能夠
與多名世界級運動員同場作賽，自
己從中得到了不少寶貴經驗，對自

己的表現感到
滿意，希望在全運會中
再接再厲，不會太在意成績，只
想繼續去改善跳高技術。」
而25歲的杜敬謙去年加入港隊後

一直被視為獎牌希望，少年時代獲
獎無數的他曾因背傷停訓一年，不
過康復後的杜敬謙已漸漸重拾狀
態，早前夥拍孫楊出戰男子4×100
自由泳接力賽亦奪得一面銀牌，今
日再戰100米自由泳會以殺入三甲

為目標。
其他港隊賽事方面，馬術隊代

表蕭穎瑩今日亦將出戰馬術盛裝
舞步個人賽第一輪賽事，還有去
屆全運奪得高球男團的港隊，繼
續與列強競賽。

■■劍擊賽場的外籍裁判劍擊賽場的外籍裁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笑香港文匯報記者譚笑攝攝

■■孫楊孫楊((右右))在比賽中一騎絕在比賽中一騎絕
塵塵。。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攝攝

■■劉子龍在比賽劉子龍在比賽
中中。。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大明記者趙大明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笑 天津報道）昨
日，第13屆全運會男子花劍團體賽開打。由
張家朗、崔浩然、張小倫、陳建雄組成的香
港男花團戰勝福建隊，獲得銅牌，創香港劍
擊代表團全運會最好成績。目前，港劍隊已
為香港代表團奪得一銀兩銅。
在當日進行的八強賽中，張家朗「一劍封
喉」，以45:44帶領香港隊險勝安徽隊闖入四
強。準決賽中，香港遭遇由奧運冠軍雷聲、
亞運冠軍馬劍飛組成的實力強大的廣東隊，
並一度以33:41落後。最後一輪，張家朗連追

五分表現優異，最終仍以41:45憾負廣東隊。

「我們都是一個團隊」
銅牌爭奪賽中，剛剛獲得本屆全運會男花

個人賽亞軍的崔浩然與男花冠軍陳海威所在
的福建隊相遇。張家朗對陣陳海威以5:4拿下
第一輪。第五輪，張家朗與同為左手劍客的
黃夢愷相遇，比分擴大至16:22，隨後上場的
崔浩然將比分優勢擴大到16:25。隨着比分優
勢不斷擴大，香港隊也打出了氣勢，最終以
45:37戰勝福建隊勇奪銅牌。

比賽結束後，崔浩然表示，本屆全運會
香港劍擊隊無論是個人賽還是團體賽，都
比上一屆全運會取得了顯著的突破。「我
們有世界冠軍也有亞洲冠軍，我們是一個
團隊，獲得這場比賽的勝利感到非常開
心。」崔浩然說。八強賽中發揮關鍵作用
的張家朗表示，準決賽中對陣雷聲與馬劍
飛時他有一些緊張，在準決賽失利後，他
立刻調整心態，和隊友加油努力，最終取
得銅牌也離不開隊友之間相互加油鼓勵。

男花團體添銅 創港劍隊最佳成績

■■楊文蔚今出戰跳楊文蔚今出戰跳
高決賽高決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慧詩再為港李慧詩再為港
奪一銅奪一銅。。中新社中新社

■■港男子花劍隊隊員激情慶祝港男子花劍隊隊員激情慶祝。。
中新社中新社

梁峻榮封全能王
港隊袋第二金

梁峻榮昨日出戰共4項的男子全能賽，包括捕捉
賽、衝刺賽、淘汰賽及計分賽。梁峻榮在完成

上午兩項後以62分排第6，淘汰賽以尾3被淘汰的梁
峻榮，在總分仍落後第一位14分，及至最後一項計
分賽，「肥榮」3次以第一名衝分成功，獲得39
分，助他以總分137分於全能賽以第1名完成，後上
勇奪個人全運會第一金。值得一提的是，梁峻榮日
前於麥迪遜賽與高肇蔚聯手奪銀，目前單車隊已為
港隊在今屆全運會取得2金1銀2銅的好成績。
梁峻榮賽後受訪時，想起去世的港單車隊教練普

林俊，並流下男兒淚表示，「這個冠軍是為普教練
拿的，雖然他未能親眼看到，但我一直想為他拿到
一個獎。」

「牛下女車神」亞運後定去向
至於昨日另一單車焦點李慧詩，只能在女子凱琳

賽奪得季軍，衛冕失敗；不過，她今次天津之行袋
走兩面銅牌。「牛下女車神」賽後表示，明年亞運
後將決定去向，更不排除會暫別車壇。

李慧詩表示：「兩面銅牌已達到目標，
但總想做得更好，總結這幾天表

現，受很多因素影
響，如航班

延誤和休息不足，事實上，爭先和凱琳都是很需要
用腦的項目，也因此拿不到金牌。自己明年亞運後
將決定去向，需要跟教練討論和協調，如不能協調
或會考慮暫停。」至於港隊總教練沈金康亦坦
言李慧詩這兩面銅牌得來不易：「李慧詩非
常不容易，她是在上月完成學業後為全運備
戰，所以她很辛苦，也證明她有很好的基
礎。」
另外，全運會場地單車全部比賽結束

之際，沈金康認為，這次來參加全運會，
看到內地選手進步很快，有些項目實力已
經超過港隊。港隊靠的是以前的好基礎，
才取得了2金1銀2銅的成績。下一步，港
隊既要重視內地選手，還要好好研究亞
運、奧運的參加對策。
連同男花團體賽銅牌，目前港隊已奪

取2金4銀7銅的成績，超越在2009
年山東全運會奪得2金1銀4銅的成
績，成為歷屆參賽最好成績。民政
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亦對此送上
祝賀：「我衷心恭賀他們取得
佳績，他們充分展現奮力拚
搏的體育精神，所得的殊榮
激勵了香港運動員，是香港

的驕傲。」

李 慧 詩 凱 琳 賽 衛 冕 失 敗 獲 銅 牌

■■梁峻榮拚得梁峻榮拚得
金牌一面金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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