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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將陳晞文於 21日進行的
2018 滑浪風帆世界盃日本站女子
RS：X組的獎牌賽中雖屈居亞軍，
但綜合總成績仍力壓群芳首奪是項
大賽金牌。
是次比賽於日本蒲郡舉行，經過

頭4日的較量，陳晞文總成績位居第
3，晉身前日進行的獎牌賽。結果，
初段落後的陳晞文於最後階段掌握
到風向下全速航行，反超多名對手
以第2名衝線，並最終摘下世界盃金
牌。另一港將魏瑋恩總成績排名第
4。
賽後，陳晞文直呼意外：「最初

我沒想過會出賽，因為第一天來到
蒲郡時自己仍有點傷，我的臀部及
腿傷令我連步行也有點困難。我只
好盡力做到最好，發揮自身強項並
於終點前進攻。」
對於職業生涯首個世界冠軍，陳
晞文冷靜面對：「這是我首個世界
盃冠軍，我知道獎牌只是今天的
事，但可以達成目標真的很高
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當地時間21日晚在比利時進行的
2017國際乒聯男子世界盃8強賽中，
志在第三次問鼎世界盃的頭號種子選
手馬龍戰勝日本小將丹羽孝希，率先
晉級準決賽。在另一場8強賽中，近
期表現神勇的中國小將林高遠被經驗
老到的德國名將波爾逆轉，痛失準決
賽資格。
除馬龍外，四強中的其他三位選

手都來自歐洲，分別是德國的波爾和
奧恰洛夫以及法國的高茨。
中國的22歲小將林高遠再一次為

年輕交了「學費」：他在3：1領先
的情況下被波爾連贏兩局扳平比分。
決勝局，林高遠在手握多個賽點的情
況下，被36歲的德國老將逆轉。賽
後林高遠在接受採訪時說：「領先的
時候在場上打得有些保守，比分沒有
拉開，每局打得都比較膠着。尤其是
在3：1領先的情況下連丟兩局，心
態上出現了問題。打到第七局，又是
犯了同樣的錯誤，想法比較多，出現
了一些心態上的問題。」

■新華社

馬貝利購北京雄獅欖球隊
據美國媒體報道，前NBA全明星
球員、現効力CBA北控男籃的馬貝
利已買下北京雄獅欖球隊，他成為該
球隊的老闆。北京雄獅隊是全國美式
職業室內欖球聯賽（CAFL）球隊，
據報道，該球隊的市值為500萬美
元，室內欖球是欖球的另一種形式。
室內運動顧名思義，在室內舉行，所
以場地會更小，也更容易打出高得分
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永川女足賽 中國勝墨西哥
21日晚重慶永川國際女足邀請賽

進入第二個比賽日，「鏗鏘玫瑰」迎
來三個對手中最弱的墨西哥女足。在
對手開場不到1分鐘閃電破門後，中
國女足兩度扳平並憑藉王霜的任意球
以3：2逆轉戰勝對手。24日，中國
女足將迎來本次邀請賽最強的對手巴
西隊。如何解決球隊狀態慢熱的問
題，中國隊主帥布魯諾幽默地說：
「跟裁判商量下吧，5分鐘後再比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巡環桂賽 韋倫斯登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

報道）「世巡賽·環廣西」第四賽段
（南寧—弄拉）比賽昨日結束， 該
賽段是本屆環廣西賽後半程三個爬坡
賽段中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以山頂為
終點賽段。在馬山弄拉風景區的陡坡
上，韋倫斯（樂透-速德奧）戰勝一
同突圍的莫萊馬（崔克-世家蘭鐸）
和羅什（BMC），贏得該賽段冠軍
並登上總成績第一。 「三冠王」 加
維里亞則保有「衝刺王」的藍衫。

陳晞文首摘世界盃金牌

男乒世界盃 林高遠遭淘汰
短
訊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
（中超）21日進行第28
輪兩場比賽，在關鍵的
保級大戰中，延邊富德
主場 1：2 不敵河南建
業，提前兩輪降級，也
宣告本賽季兩支降級球
隊全在本輪產生。亞冠
資格爭奪的焦點戰中，
天津權健2：1逆轉戰勝
河北華夏幸福，令這一
懸念繼續保持。至於昨
晚進行的廣州恒大對貴
州恒豐智誠，恒大以5：
1獲勝，提前兩輪實現
「七連冠」。
在20日的比賽中，排

名墊底的遼寧開新1：3
不敵山東魯能提前兩輪
降級。延邊21日在主場
也沒能逃脫降級的命
運，這樣，河南建業、
天津億利、江蘇蘇寧等

處於降級區邊緣的球隊全部順利
上岸。
而在中甲賽場，21日在結束第

29輪的比賽後，產生了冠軍和首
支降級隊。大連一方客場1：0戰
勝麗江飛虎，前者以5分優勢提前
一輪奪冠，後者降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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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22
日在歐登塞展開各項決賽。香港
混雙組合謝影雪/鄧俊文苦戰 3
局，最終以 24：22、19： 21、
23：21力克國家羽隊（國羽）組
合陳清晨/鄭思維，勇奪冠軍。
鄧俊文與謝影雪同為左撇子，
合作一年多來不斷取得進步，今
年更殺入世錦賽8強，世界排名由
100名以外飇升至現時的第13位。
他們在今次世界羽聯頂級超級系
列賽先以2：1挫東道主組合，再
2：0淘汰英格蘭強敵躋身8強。8
強及4強賽，他們先後面對法國與
印尼組合，結果都順利闖關打入
決賽。最終這對港將以2：1擊退
強勁的國羽組合，首登冠軍寶
座。
另外，國羽男雙組合劉成∕張楠
於當地時間 21 日苦戰 3局，以

21：18、18：21、21：13力挫本
土作戰的丹麥組合、頭號種子鮑
伊∕摩根森，殺入決賽。22日進行
的冠軍爭霸戰，劉成∕張楠迎戰大
賽的2號種子、印尼組合吉迪恩∕
蘇卡穆約，惟這場比賽至本報截
稿時間仍未開打。
女單方面，國羽小將陳清晨無

緣決賽，中華台北「一姐」戴資
穎以14：21、20：22惜敗泰國的
拉特查諾4強止步，拉特查諾與山
口茜爭冠。男單與女雙決賽分別
為韓國李炫一迎戰印度的斯里坎
特·基達姆比及韓國的李昭熙/申昇
瓚對陣日本的田中志穗/米元小
春。
丹麥羽毛球公開賽於丹麥第三

大城市、童話作家安徒生的故鄉
歐登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東方今仗排出洛迪古斯及古高
正選攻堅，開賽早段未見太

多優勢陷於拉鋸，直至飛馬指揮
官利馬傷出後，東方始掌握主
動。20分鐘，洛迪古斯混戰中建
功射成1：0，這名西班牙外援今
仗復任正選對東方進攻幫助甚
大，不時墮後協助組織的他分擔
了另一前鋒古高的進攻重擔。
下半場洛迪古斯再顯功架，於
左側窄角落射入「世界波」，加
上古高亦於一次角球攻勢中取得
入球，東方一度以 3球遙遙領

先，而飛馬只能憑艾華於完場前
破蛋，最終東方龍獅以3：1擊敗
香港飛馬取得今季首場勝仗，將
與冠忠南區爭入決賽。

將與南區爭決賽權
苦候近兩個月終於打開勝利之

門，東方主帥司徒文俊希望這場
漂亮勝仗能助球隊重回正軌：
「很高興球員踢得很有信心，洛
迪古斯傷癒對我們幫助很大，希
望球員可以藉此將之前的低谷拋
諸腦後，以今仗為起點再接再

厲。」
而昨日另一場銀牌8強賽，冠
忠南區以2：0擊敗理文順利晉身
4強。該場比賽開賽2分鐘，南區
藉手榴彈戰術，由車潤秋左路開
球至近柱，理文守衛漏頂，馬
高斯衝前頂成1：0。20分
鐘，理文隊長佐迪接應黎
耀昌罰球頭槌高出。8分鐘
後，冠忠南區再靠手榴彈戰
術擴大領先優勢，車潤秋左
邊傳至近柱門前大漏，蘇沙伏
兵門前撞射入成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開季來到第六場比賽，

東方龍獅終於初嚐勝利滋味，憑着洛迪古斯梅開二度及古

高的入球，以3：1力克香港飛馬晉身香港足總高級組銀

牌賽4強。主帥司徒文俊希望球隊可藉今仗重拾信心。

■■陳晞文首奪滑浪風帆世陳晞文首奪滑浪風帆世
界盃冠軍界盃冠軍。。 官網圖片官網圖片

■■中國球員王霜中國球員王霜（（左左））
禁區內射門禁區內射門。。 新華社新華社

■■為了確保比賽的為了確保比賽的
公正公平公正公平，，中超關中超關
鍵賽事啟用外籍球鍵賽事啟用外籍球
證執法證執法。。 新華社新華社

■■林高遠無緣四強後林高遠無緣四強後
一臉失落一臉失落。。 新華社新華社

■■ 謝 影 雪謝 影 雪//鄧 俊 文鄧 俊 文
（（右右））於決賽力挫國於決賽力挫國
羽組合羽組合。。 路透社路透社

■■劉成劉成∕∕張楠張楠（（左左））殺入男雙決賽殺入男雙決賽。。路透社路透社

■■飛馬新星林樂勤飛馬新星林樂勤
（（右右））在東方嚴密看在東方嚴密看
管下發揮一般管下發揮一般。。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 攝攝■■東方大破飛馬打開今季勝利之門東方大破飛馬打開今季勝利之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東方洛迪古斯東方洛迪古斯（（右右））梅開二度成贏波功臣
梅開二度成贏波功臣。。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