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由沖奶茶的茶
餐廳師傅，大變身成為
香港女足聯賽的「神射
手」，張煒琪（右圖）
喜獲澳職女子足球聯賽
球隊布里斯班獅吼看
中，經今年6月試腳後
獲取一紙球季合約，成
為史上首位登陸澳職的
香港人！對此，她和家
人開心不已：「好珍惜今次難得的機會」。
透過中國國家U19女足教練穿針引線，今年6月遠
渡重洋到澳洲悉尼及布里斯班幾間球會試腳，煒琪坦
言回港等待通知的時間很漫長：「真係好開心到飛
起，一收到消息即刻攬住家姐喊，終於夢想成真！」
被問及要感謝哪些朋友，性情中人的張煒琪即時雙
眼通紅哽咽道：「Betty（香港女足經理黃若玲）同
以前的Miss都教咗我好多嘢，我會用成果回報她
們。今次一定會盡全力唔放棄，返到香港希望畀大家
睇到一個全新的自己。到澳洲的目標，希望可以盡快
取得入球。」
而黃若玲也對張煒琪充滿信心：「她具身高優勢，

最大優點是左右腳都善射，這點當地教練非常欣賞
佢。」
張煒琪即將代表香港女子五人足球隊出戰亞洲室內

運動會，本月29日便前赴澳洲報到。

登陸澳職
張煒琪開心到飛起

接力無緣決賽 徐志豪自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男子4x100接力隊在
全連會預賽跑出39秒52，無緣
決賽。飛人徐志豪隨即在社交
網貼文自責：「如果我跑快
d ，可能結局就唔係咁！入到
決賽，再博又係另一回事，
sorry for all the support、27歲
仲有冇能力拚下去？」對此，

他昨日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自己左腳肘患筋膜發
炎有半年多了，患處反覆影響訓練。不能歸咎全運前
正式比賽少、四人合練時間少等因素，自己跑不出水
平影響全隊感到很內疚。」
蘇進康、吳家鋒、鄧亦峻及負責最後一棒的徐志豪，

在全運4x100米接力賽跑出39秒52，比7月奪得亞錦賽
銅牌的時間快了0.01秒，可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皇馬 麗新建足球體驗中心
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岳昨在西班牙班拿貝球場與皇家

馬德里足球會舉行聯合新聞發佈會，宣佈旗下麗豐控
股有限公司將與皇馬合作，於正在籌劃中之橫琴創新
方二期項目內興建及經營一所室內互動足球體驗中
心。體驗中心預計在2021年落成。足球體驗中心融
合體育、娛樂與高科技元素，以虛擬環境和擴增實境
帶動不同的模擬足球訓練體驗（見圖），讓賓客置身
於頂尖的足球世界，一嘗成爲職業足球運動員的滋
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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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勝之後吳易昺振臂歡呼，激動
不已。這個賽季見證了吳易昺

的快速成長，年初的澳網比賽他曾夢
想奪冠，但最終止步於4強，隨後在
溫網也打入8強，本屆美網他再次在
賽前喊出奪冠的口號，最終不負眾
望。
單打決賽，吳易昺在首盤第9局抓

住機會破發成功後，順利取得「開門
紅」。第二盤開局吳易昺發揮依舊出
色，連破帶保取得了4：0的領先優
勢，但是隨後有了一定起伏，連續錯
過6個賽點遭到破發，但最終還是咬
住比分，獲得最後的勝利。

錯失六賽點 終頂住壓力獲勝
「錯失賽點的時候太困難了，我的

手都在顫抖，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告
訴自己冷靜，要努力恢復狀態，我覺
得自己在第二個發球勝賽局做得很不
錯。」吳易昺賽後回憶道。
吳易昺坦言，擁有6個賽點那一局

自己想太多了，很多情緒都露在外
面，後面自己經過調整，就把它當成
普通比賽來打，結果第二次機會就抓
住了。
男雙的比賽明顯耗費了吳易昺很多

的體能，因此單打比賽或多或少受到
一些影響，不過吳易昺也表示，男雙
的冠軍同時也是一粒「定心丸」。
「雙打奪冠很有幫助，更多是在心

情層面上，如果雙打有遺憾，肯定單
打時心裡的想法不一樣，雙打的冠軍
更像吃了定心丸。」吳易昺說。
從下賽季開始，他將開始征戰成人

組，吳易昺很清楚自己的弱點在哪
裡。「我比較怕發球好的，還有就是
跑動比較好，底線失誤又比較少的，
這種球員打起來會比較吃力，所以我
一定要在前幾拍建立起優勢。當然，
這些弱點以後也需要克服。」

將戰成人組 目標世界前100
當記者問起下一個目標時，吳易昺

堅定地說：「世界前100！」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也正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我當然想
成為中國男網的領軍人物，但不是那
麼容易做到，但我要把自己做好。把
目標定得很具體，就一定能實現，其
他的都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回顧過往歷史，很多成人組的大滿

貫冠軍都曾獲得過青少年組冠軍，例
如費達拿、梅利、辛吉斯和洛迪克
等。吳易昺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96
位，以此為起點，他站在了歷史的起
跑線上。 ■新華社

吳易昺因減肥踏上網球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亞足協亞冠8強淘汰賽第
二回合今晚8時開打，廣州恒大坐
鎮主場再次迎來中國打吡（now
671台直播）。由於在首回合以
0：4慘敗，恒大此役必定採取進攻
戰術，期待一場大逆轉。處於輿論
漩渦的恒大主帥史高拉利表示，雖
然面臨很多困難，但恒大將全力拿
出最好狀態。
首回合，恒大和上港大打對攻

戰。然而，恒大缺少保連奴、黃
博文等重要球員，加上場上球員
狀態不佳，令擁有侯克、奧斯卡

等超強攻擊群的上港基本控制了
比賽節奏。次回合，恒大已經沒
有退路，必須再次祭出進攻戰
術。在己方中場厚度不夠和對方
進攻火力兇猛的情況下，恒大或
承受巨大壓力。
另外，剛剛結束的國際比賽

期，恒大貢獻最多國腳，他們是
史高拉利依仗的主力球員。本場
比賽，體力如何，值得關注。不
過，好消息是，包括鄭智在內的
多名球員，似乎並沒有受到影
響，在上一輪中超聯賽中發揮出
色，鄭智甚至打滿全場，顯示狀

態依舊。
賽前，恒大主帥史高拉利表

示，球隊確實面臨一些困難，不
過，上港遠道而來，體力上同樣
存在問題。所以，這場比賽，只
要拿出最好的狀態，球隊並不是
沒有機會。
恒大隊長鄭智也表示，次回合比

賽，球隊會為了出線全力以赴，球
隊並沒有放棄。「儘管翻盤的難度
很大，但提前放棄並不是恒大的風
格。亞冠打到8進 4，非常不容
易，需要我們咬緊牙關，我們一定
會努力打，打好比賽。」

恒大亞冠迎上港 逆境求生機
在剛剛過去的周末，香港賽艇代表隊在泰國芭提雅舉

行的2017亞洲賽艇錦標賽獲得佳績：在參與的10個項
目的比賽中，躋身9個項目的決賽，最終贏得1金4銀。
其中，鄧超萌及梁俊碩於男子輕量級雙人雙槳艇，

擊敗烏茲別克及中國國家隊選手勇奪金牌。女隊代表
李嘉文則於女子輕量級單人艇中取得銀牌，冠軍為勁
敵伊朗選手。在男子雙人單槳艇項目，由老將羅曉鋒
夥拍另一輕量級運動員黃偉健，經過一番惡鬥，憑後
勁衝過終點，奪得一面銀牌。
至於男子輕量級四人艇的賽事，港隊代表袁潤林、

黃柏恩、周義評及陳迪麟，在大半段時間處於第四名
的情況下，憑藉最後的數槳超越中國國家隊及烏茲別
克隊摘銀。
港隊另一金牌希望趙顯臻、鄧超萌、梁俊碩及廖賡
裕於男子輕量級四人雙槳艇的比賽中，不敵愈戰愈勇
的中國國家隊屈居亞軍。
是次亞錦賽共有來自22個亞洲國家或地區、325位
運動員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賽艇隊亞錦賽掃五牌

麗新集團主席
林建岳昨天在西
班牙班拿貝球場
與皇家馬德里足
球會舉行聯合傳
媒發佈會，宣佈
旗下麗豐控股有
限公司將與皇馬
足球會合作，於正在籌劃中之橫琴創新方二期項目內
興建及經營一所室內互動足球體驗中心。體驗中心預
計在2021年落成。
足球體驗中心融合體育、娛樂與高科技元素，以虛

擬環境和擴增實境帶動不同的模擬足球訓練體驗（上
圖），讓賓客置身於頂尖的足球世界，一嘗成為職業
足球運動員的滋味。參與者還可以記錄個人訓練檔
案，並創製屬於自己的訓練花絮留念，培育對運動的
興趣和持續提升足球技術。體驗中心內亦設有皇家馬
德里足球會歷史博物館、各種技巧挑戰遊戲及體育娛
樂設施，為不同年齡和喜好的賓客創造一個趣味性及
參與度兼備的互動足球體驗。
中心面積規劃大約為12,000平方米，除了各種與足

球相關的互動體驗單元，亦兼備特色餐飲設施及零售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皇馬 麗新
共建足球體驗中心

新科美網青少年組雙料冠軍吳易昺，5歲第
一次拿起球拍時並沒想到自己會踏上大滿貫的
頒獎台。據騰訊體育消息，那時的他，只是一
位體重超標的小胖子，母親讓他學習網球，目
的僅僅為了讓他減肥。
技術可以苦練，信心可以培養，唯獨天賦
無法學習。出生於1999年的吳易昺，無疑具
有那種與生俱來的網球天賦，浙江隊網球教練
陳燕北回憶稱，當時浙江隊計劃招收95年出
生的網球苗子，當時只有8歲的吳易昺一眼就
被相中，覺得特別有天賦和靈氣，於是破格錄
取了他。
2012年，浙江隊備戰次年的全運會，13歲

的吳易昺因年齡太小而離隊訓練，當時吳易昺

選擇的便是李娜前教
練卡洛斯的網校「匠心
之輪」。在北京訓練，卡洛
斯給予了吳易昺很高的評價和
肯定。
2014年，吳易昺首次參加澳網青少

年組外卡賽就奪得冠軍。2016年中網
大獎賽，吳易昺先後擊敗吳迪和高鑫等
人，最終在決賽僅失3局的情況便橫掃三
屆冠軍張擇奪冠。
今年，吳易昺更趨成熟，澳網殺進準決

賽，溫網打入8強，如今又在美網登頂，一
躍成為中國男網的希望之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當西班牙網球王拿

度在中央球場為美網

冠軍奮戰時，來自中

國杭州的小夥子吳易

昺在外場完成了自己

的「破發」：在美網

青少年組的男單決賽

中以兩個6：4力克

頭號種子、阿根廷小

夥子蓋勒，成為第一

位獲得大滿貫賽事青

少年組男單冠軍的中

國選手。此外，他在

前一日還斬獲男雙冠

軍，成為美網青少年

組的雙冠王。

■■恒大恒大（（黃黃
衫衫））再戰上再戰上
港港，，期待一期待一
場大逆轉場大逆轉。。

新華社新華社

■■ 鄧 超 萌鄧 超 萌
（（左左））及梁及梁
俊碩在賽艇俊碩在賽艇
亞錦賽勇奪亞錦賽勇奪
金牌金牌。。

■■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岳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岳（（左二左二））與皇馬官方發言人布與皇馬官方發言人布
達堅奴達堅奴（（右二右二））宣佈合作計劃宣佈合作計劃。。

■■吳易昺在比賽中回球吳易昺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小夥子氣中國小夥子氣
勢如虹勢如虹。。新華社新華社

■■吳易昺吳易昺
親吻冠軍親吻冠軍
獎盃獎盃。。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