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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世界女排錦標賽將於明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0 日在日本舉行。國際排聯及賽
事組委會昨日完成分組抽籤，奧運冠軍中國
女排籤運一般身處列強環伺的 B 組，同組的意大利、保加利亞及土耳

冬奧冰壺落選賽
中國女隊三連勝

其均是實力強勁的歐洲勁旅，如順利出線則會遇上美國及俄羅斯等世
界級強隊，對正值換血階段的中國女排而言是重大考驗。

頂着奧運冠軍的光環，中國女排於今
屆世錦賽難免成為眾矢之的。而經

過小組賽抽籤，中國女排則陷於「死亡半
區」，同組有意大利、保加利亞、土耳
其、加拿大及古巴，當中最強對手當為有
埃格努坐鎮的意大利，這名年輕
副攻經過奧運洗禮後更趨成熟，
今年大獎賽中國女排就兩度敗於
意大利手下，近年加入不少年輕
球員的中國女排要爭取首名出線絕不輕
鬆，何況保加利亞及土耳其均是近期快速
成長的歐洲新貴。
另外「沒落的貴族」古巴及加拿大女
排也不可忽視，雖然近期中國女排與該兩
隊在國際賽場交手不多，但仍要保持警
惕。

組，如能順利出線，中國女排將面對同樣
強隊林立的C組，無論美國、俄羅斯、韓
國或泰國實力均足以對中國女排構成威
脅。其後每組前 3 名共 6 支球隊出線，之
後再分兩組作單循環比賽，如果晉級六
強，那麼中國隊還可能遭遇巴西、荷蘭或
塞爾維亞等強隊，可謂場場都是惡戰。最
後每組前兩名晉身四強作淘汰賽。
不過中國女排貴為奧運會、世界盃、
大冠軍盃的冠軍，目標將是奪取本屆世錦
賽的冠軍，而要贏下每支隊伍，連續作戰
將消耗大量體能，六強分組賽、準決賽以
至決賽，對中國姑娘來講相信最大的挑戰
是體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連續作戰 體能是關鍵
2018 世界女排錦標賽將分三個階段進
行。首階段，24 支球隊分成四個小組，
每組前四名晉級 16 強。第二階段比賽將
A 組和 D 組晉級的八支隊伍合併成 E 組，
B 組與 C 組晉級的八支隊伍合併成 F 組，
小組相遇過的隊不再交手。中國隊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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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日本、荷蘭、阿根廷、德國、喀麥隆、墨西哥

■中國選手王冰玉
（中）在比賽中投
壺。
新華社
2018 年平昌冬奧會男、女冰壺項目落選賽當地時間 6
日繼續在捷克皮爾森進行，中國女隊在當天先後戰勝芬
蘭隊和拉脫維亞隊，收穫本次賽事三連勝同時也領跑積
分榜；中國男隊在上午戰勝了意大利隊，但在下午的比
賽中不敵丹麥隊，遭遇本次落選賽的首敗。
中國男、女隊當天均有兩場比賽。兩隊在上午的比賽
中都獲得了勝利，其中女隊在大比分 9：0 領先的情況
下逼芬蘭隊提前兩局認輸，而男隊則是以 10：5 擊敗意
大利隊。
下午的比賽中，中國女隊的對手是拉脫維亞。中國隊
開場進入狀態較快，在第三局自己的第一個後手局中就
拿到 3 分，奠定 4：2 的領先優勢。最終中國隊以 11：5
戰勝對手，收穫本次比賽的三連勝。
男隊在第三輪的對手是歐洲勁旅丹麥隊，兩隊在上半
場打得均較為保守，半場結束中國隊以 3：2 領先。下
半場比賽，中國隊的進攻成功率明顯下滑，丹麥隊則在
第八和第九局連續偷分成功，最終，中國隊以 3：5 不
敵對手遭遇本次賽事的首場敗績。
■新華社

B組：中國、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亞、加拿大、古巴
C組：美國、俄羅斯、韓國、泰國、阿塞拜疆、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D組：塞爾維亞、巴西、多米尼加、波多黎各、哈薩克、肯尼亞

港產B-Girl進軍日本
爭青奧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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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irl Ivy（
Ivy （ 左 ） 及 B-Girl Duck
（中）與教練阿齊合照
與教練阿齊合照。
。

凱 旋

■香港保齡球隊昨結束在美國舉行的世錦賽征程
後凱旋。港隊在本次大賽中共奪 1 金 1 銀 1 銅，其中
在男子三人賽，胡兆康、曾德軒及麥卓賢更為港奪得
史上首枚世錦賽金牌。
新華社

近十屆女排世錦賽三甲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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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征戰東亞四強賽 明拚太極虎
東亞四強賽將於明日在日本東京揭
幕。為此，中國男足（國足）於前日
飛抵東瀛，為明日的首場比賽迎戰老
對手、太極虎韓國隊做準備。
為了備戰本次東亞盃，國足於上周
五南下深圳備戰，儘管球隊有姜至鵬
受傷，由范曉冬入替等傷病問題，但
據內地傳媒消息，國足上下仍精神抖
擻、鬥志高昂。根據規定，球隊會在
比賽開始前提交最終的 23 人參賽名
單，另一有傷在身的後防大將張琳芃
能否最終入圍值得關注。
此外，國足主帥納比前日與其他
三隊教頭一起出席了賽前新聞發佈
會。據新浪體育消息，納比在開場
白說：「我要問候日本隊主教練哈
利荷錫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朋
友。另外，我也問候朝鮮及韓國隊

的主教練。」
他表示：「由於
比賽安排在賽季結
束後舉行，隊員都
在度假，不僅僅是
中國隊，四支隊伍
都缺主力。我們以
鍛煉新人為主，成
績也很重要。」
由於鄭智、馮瀟
霆、郜林沒有入選，
張琳芃雖然隨隊前赴東京，但因傷
出賽成疑，故納比表示國足隊長一
職將由于大寶擔任。
對於 12 強賽，納比曾率隊擊敗韓
國隊，明天中韓兩隊再次交手，納
比直言：「日韓兩隊目前都是亞洲
一流強隊，中國隊最近雖有進步，

2018 青年奧運街舞項目資格賽已於 12 月 2 日在台北
舉行，港隊兩位女成員張麗怡（B-Girl Ivy）及王詩雅
（B-Girl Duck）脫穎而出，取得於明年 5 月於日本舉行
的世界排名賽之參賽資格。
香港派出 5 男 5 女出戰青奧街舞亞洲賽，女隊 B-Girl
與 28 個來自亞洲不同國家及地區的組合爭取 10 個出線
世青賽的資格。結果 B-Girl Ivy 及 B-Girl Duck 順利出
線，取得明年 5 月在日本舉行的世界排名賽之參賽資
格，爭取青奧入場券。她們賽後表示：「非常感謝支持
我們的人及協青社派出教練指導我們及為我們打點一
切。」 至於男隊B-Boy則未能出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前葡國主帥有望執教力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葡萄牙著名體育報紙《記
錄報》昨天披露：前葡萄
牙國足主帥保羅賓度（見
圖）正和中超球隊重慶當
代力帆俱樂部談判，有望
到重慶執教。記者嘗試向
重慶當代力帆俱樂部進行
求證，然俱樂部未對這個
消息進行任何回應。不過
從保羅賓度的執教履歷來
看，他是一個適合人選：
他現年 48 歲，屬於少壯派；曾執教過歐洲強隊葡萄
牙，而且還是自由身。

中國隊斬跆拳世界盃兩冠
為期兩天的 2017 年跆拳道世界盃（團體賽）當地時
間 6 日在科特迪瓦經濟首都阿比讓落下帷幕。繼中國女
隊此前成功衛冕女子團體之後，中國隊在男女混雙的比
賽再奪冠軍。國家體育總局拳擊跆拳道運動管理中心相
關負責人介紹說，共有 14 名運動員代表中國隊參加了
本屆大賽，兩項賽事共吸引了來自全球超過 20 個國家
（地區）的135名運動員前來參賽。
■新華社

電競亞太總決賽落戶膠州

■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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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
）與其他三隊主
帥出席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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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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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一流球隊相比仍有差距。」他
透露，今次國足吸納了 6 名 U23 球
員，「隊伍架構比較年輕，我們這
次比賽的一切都成為成長的一部
分，不論是自信心還是技戰術都能
得到收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于大寶
于大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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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足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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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州市政府與阿里體育前日宣佈：第二屆 WESG
（World Electronic Sports Games）世界電子競技運動
會亞太賽區總決賽將於 2018 年 1 月 11 日至 14 日在膠州
舉辦，這是目前在中國舉行的世界最高水平電子競技賽
事之一。作為全球唯一運動會性質的電競賽事，參賽選
手均以國家隊隊員身份參賽。同時，賽事還保持着 550
萬美元全球最高總獎金的紀錄，並增設兩大項目的女子
組賽事，力求拉近與傳統體育的距離，促進女子電競的
良性發展。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