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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 5 賽項納入國家奧運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體
院主席林大輝昨日出席南華元老足
球隊40周年會慶，他在接受訪問時
表示，港隊將有 5 個比賽項，被納
入國家奧運計劃。
林大輝表示，早前體院與國家奧
運備戰辦合作，中國數個獎牌大項
游泳、劍擊、單車、乒乓球及羽毛
球，都會將香港納入備戰奧運計劃
中，其間會進行交流提升水平。林
■傑志前鋒辛祖(左)頭槌攻門。
大輝說：「只有互相得益才談得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合作，香港向國家強項取經之餘，

國家亦看中我們(體院)在運動科研
技術，達至互補。」

勝及陳德銘等前精工球員在陣的精
工元老則三戰全敗。

名宿賀南華元老足球隊會慶

傑志破「浪」續踞港超榜首

至於 1977 年成立的南華元老足
球隊，昨日在南華會足球場舉行 40
周年會慶，球圈名宿名人齊到賀，
場面熱鬧。至於壓軸賽事，就由南
華元老對精工元老，最終南華元老
2:0 擊敗精工元老。今次邀請賽合
共安排 8 場賽事，愉昇元老 3 戰全
勝，成績最佳；而有賴羅球、鄭帶

另外，昨日舉行的港超聯賽，
作客深水埗運動場的傑志以 6:0 擊
敗標準流浪，全取三分，以 8 戰
得 22 分續踞榜首，3 分領先次席
飛馬。至於和富大埔就在大埔運
動場以 2:2 賽和陽光元朗，而理文
就在將軍澳運動場以 3:1 擊敗冠忠
南區。

■體院主席林大輝(右)出席南華元老足球隊 40
周年會慶。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昨晨在捷克比爾森舉行的 2018 平昌冬
奧會冰壺落選賽上，
奧會冰壺落選賽上
，中國女子冰壺隊以
11::4 的成績戰勝意大利隊
11
的成績戰勝意大利隊，
，拿到落選賽
的第一張冬奧會門票；
的第一張冬奧會門票
；而中國男隊則以
5:8 不敵俄羅斯男隊
不敵俄羅斯男隊，
，循環賽階段以 4 勝
3 負的戰績排名第 5，無緣平昌冬奧會
無緣平昌冬奧會。
。

冰壺奧運落選賽是國際冰壺聯合會推出的一
項新賽事，首屆冰壺奧運落選賽於 2013 年

在德國舉行，中國女隊正是在那次落選賽上拿到
了通往 2014 年索契冬奧會的門票。按照規則，
單循環賽的前三名進入淘汰賽階段。在淘汰賽階
段，首輪第一名將與第二名展開較量，勝者獲得
冬奧會資格，負者將與第三名再進行一場生死
戰，獲勝的球隊將拿到最後一張冬奧會入場券。
本屆落選賽參賽的女隊包括中國、捷克、丹麥、
芬蘭、德國、意大利和拉脫維亞隊，中國隊四名
選手是一壘麻敬宜、二壘劉金莉、三壘周妍和隊
長、四壘王冰玉。
循環賽階段，中國女隊與意大利隊戰績同為 5
勝 1 負，中國女隊唯一的一次失利便是以 5:8 負
於意大利隊，最終因小分不佔優勢排名第二；淘
汰賽階段第一場在中意兩隊之間展開，中國女隊
在先手擲壺的第三局偷得 3 分，第四局再得 4
分，第七、八局又先手連偷 2 分，最終意大利隊
提前認負。中國隊以11:4戰勝對手獲得第一張冬
奧門票。

■中國女子冰壺隊選手在
比賽後慶祝勝利。
比賽後慶祝勝利
。 新華社

女隊新老搭配 向冬奧發起衝擊

東方 4 戰全勝坐 ABL 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東
方擒「獅」，ABL 四連勝！昨日舉行的
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面對上屆總
決賽對手新加坡騰飛之獅，東方憑藉林
泰樂獨取 30 分，以 81:77 驚險取勝，以
四戰全勝坐榜首。
面對實力不相伯仲的新加坡騰飛之
獅，香港東方今仗精銳出，林泰樂、艾
利諾、賴恩奧尼爾及史迪赫汀加均正選
上陣，今場戰況十分緊湊雙方分數一直
不相上下，完成第三節後雙方更打成 62:
62 平手，香港東方憑藉較佳後勁於第四
節成功反超前，以 81:77 取得這場關鍵
大戰的勝利，開季四戰全勝為爭取衛冕

取得完美開始。
三分球六投四中的林泰樂取得全場最
高的 30 分，而今季加盟後一直收態大勇
的史迪赫汀加則有 18 分 10 籃板的「雙
雙」成績，至於隊長李琪亦有6分進帳。

■東方外援史迪赫汀加
(藍衫
藍衫))上籃
上籃。
。 東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寧波報
道）昨日下午，中國超級電單車錦標賽
(CSBK)在寧波國際賽車場落下帷幕，各
組別年度冠軍相繼產生。其中，天石忍
者賽車隊成為本屆錦標賽最大贏家，不
僅斬獲了當日三個組別比賽的冠軍，還
包攬了包括 SP 超級量產組(600cc 以下
組)、SS 超級運動組(600cc 公開)、SBK

超級公開組(1000cc 公開組)等全部 3 個組
別的年度冠軍。

港排球男女隊亞運代表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排
球總會昨日在屯門黃金海岸沙灘舉行印
尼雅加達亞洲運動會男、女子成年沙灘
排球代表隊選拔賽，最終男子組合劉梓
浩/王沛林與女子組合袁廷芝/歐陽瑋欣
獲亞運代表資格。

花滑大獎賽總決賽
隋文靜 韓聰獲亞軍
2017-2018 賽季國際滑聯花樣滑冰大獎
賽總決賽日前結束全部賽程，俄羅斯雙
姝「統治」女單，法國組合冰舞奪冠，
短節目發揮欠佳的中國組合隋文靜/韓聰
憑藉自由滑的表現前進一名，獲得雙人
滑亞軍。
兩天前的短節目裡，
作為兩度世
錦賽冠軍
的隋文靜/
韓聰，因
男伴兒韓
聰在開場後不久的單跳時摔倒，只在 6
對總決賽入圍選手中排到第三名。

前晚，二人自由滑演繹意大利歌劇
《圖蘭朵》，儘管開場的捻轉四周只得
到2級的評定，但後外點冰3+2+2的連跳
同步性頗高，後內結環三周單跳和後面
的後內點冰三周拋跳、後內結環三周拋
跳均完成得較好，雙人旋轉定級滿格，
最後的第三組托舉也被定級為 3 級，最終
以 技 術 分 79.24、 內 容 分 75.83， 獲 得
155.07分。這是當晚自由滑的第二高分，
比發揮更為完整的德國選手薩維琴科/馬
索特少 2.18 分，從而超越短節目第二、
自由滑墊底的俄羅斯組合塔拉索娃/莫洛
佐 夫 ， 以 總 分 230.89 分 獲 得 亞 軍 。
■新華社

目前中國隊在攻防兩段的發揮均
是難言理想，尤其是在東亞盃首
輪，中國隊在面對朝鮮隊時防線漏
洞百出且失誤頻頻，而在進攻端，
中國隊全場零射門。時至今仗面對
實力更強的日本，中國女足隊長馬
君賽前表示：「不得不承認，球隊
目前在信心與能力上都有不足之
處。但接下來的比賽，我們會全力
以赴的。」
東道主日本隊陣中雖缺少熊谷紗
希、山根惠里奈、橫山久美等旅歐
球星，但依舊在東亞盃首輪彰顯出
了超強實力。同時日本隊主帥高倉
麻子在東亞盃開戰前明確表示過，
球隊的目標就是奪取東亞盃冠軍。
所以說，日本隊實力不容小覷且對
冠軍志在必得，中國隊須全力以赴
才行。
至於同日另一仗
將由朝鮮對韓國，
對於首仗輸給日本
的韓國來說，球隊
若要爭標，今仗絕
對 非 勝 不 可 。
(now633 台今日 3:
10p.m.直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啟剛
■中國女足
中國女足((左)上仗負予朝鮮
上仗負予朝鮮。
。
法新社

今日傍晚 6 時，2017 東亞盃女足
項目次輪較量，中國女隊將對戰東道
主日本隊。埃約爾松掛帥之後，率隊
戰績 3 戰 3 敗，此番一戰，埃約爾松
能否率中國隊止住連敗頹勢？ 就中
日兩隊在首輪的表現來看，中國隊的
臨場發揮及競技狀態遠不及東道主。
(now633台今日6:00p.m.直播)
上月中旬，埃約爾松取代布魯諾
成為中國隊新任主教練。上任之
後，埃約爾松帶隊成績差強人意，
球隊先是在熱身賽中以1:3、0:5，連
續兩次輸給了澳洲，之後在東亞盃
首輪，中國隊又以 0:2 不敵朝鮮隊，
球隊在東亞盃遭遇了跨屆 5 連敗，
所以對於埃約爾松及其麾下這支中
國隊來說，避免在東亞盃賽場遭遇
跨屆6連敗，顯得更為現實。

短訊
中國超級電單車錦標賽收官

■中國女子冰壺隊選手麻敬宜
中國女子冰壺隊選手麻敬宜((中)在比賽中投壺
在比賽中投壺。
。 新華社

東亞盃女足 中日交手

在這支新老搭配的隊伍中，周妍和王冰
玉是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銅牌、2009年
世錦賽冠軍的主力隊員。在2014年索契
冬奧會之後，周妍與王冰玉均離開了國家
隊，不過在本賽季前兩人回歸，再度向冬
奧會發起衝擊。這是中國女子冰壺隊自
2010年起，連續三屆進軍冬奧會。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女子冰壺隊
奪得2009年世錦賽冠軍的地方正是
2018年冬奧會的比賽場地。
本屆落選賽參賽的男隊包括中
國、捷克、丹麥、芬蘭、德
國、意大利、荷蘭、俄羅斯。
中國男隊的出戰陣容是一壘臧
嘉亮、二壘姜東旭、三壘徐曉
明和四壘劉銳。在單循環賽
中，中國隊只獲得 4 勝 3 負，
最終排名第5，無緣淘汰賽。
平昌冬奧會冰壺比賽將設男
子、女子和混雙比賽，其中混
雙是平昌冬奧會冰壺的新增項
目。由巴德鑫和王芮組成的
中國隊在 2016 年世錦賽獲
得亞軍，在 2017 年世錦
賽獲得季軍，成為中國
冰壺唯一直通平昌的隊
■隋文靜/韓聰(右)在
伍。
■中新社
比賽中。
法新社

乒乓球大滿貫
得主、中國乒
乓球男隊隊長馬龍昨日宣佈，他已晉級
為「奶爸」。馬龍今年年初與相戀 8 年
的女友結婚。上周五，他的妻子順利產
下一子，馬龍如願成為父親。在這份聲
明中，馬龍發佈了一家三口「大手握小
手」的溫馨照片，並留言「你好，兄
弟」。
網上圖片

馬 龍 當 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