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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將談大灣區有利體壇

保齡世錦賽功臣收大利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早前在
2017 世界錦標賽勇奪 1 金 1 銀 1 銅史無前例
的成績，香港保齡球隊昨午舉行慶功宴，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
震霆，體院主席林大輝、院長李翠莎、副院
長蔡玉坤等出席。席上，保齡球總會永遠榮
譽會長吳守基、副會長徐子榮更向五名獎牌
得主胡兆康、陳淑嫻、麥卓賢、曾德軒及劉
冠濠派發共10萬多元利是，以表鼓勵。

胡兆康考慮成家立室
獲保總提名參與傑出運動員選舉的陳淑嫻
表示：「相隔六年再獲提名參選傑出運動
員，會抱着隨緣的心態參加。」至於今年已
經 33 歲的胡兆康，目前正休息，兼為明年
亞運備戰外，亦開始考慮自己人生大事：
「(成家立室)已經在計劃之中，我想應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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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赧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國家奧運彈床金
牌何雯娜和兩位本港體壇
女將黃蘊瑤及吳安儀，昨
日在出席香港廣東青年總
會主辦的「第一屆粵港青
年論壇」上，大談大灣區
發展對體壇是機遇處處。
吳安儀指出，大灣區方便
粵港澳三地人口往來，桌
球比賽交流頻繁，為自己
踏上世界桌球建立好一個
台階。前港隊單車女將黃
■吳安儀
吳安儀((右)在台上發表意見
在台上發表意見。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蘊瑤目前從商，涉足珠三
角小孩業務的她認為，國家二胎新政策下， 大的文化交流和極大商機。至於何雯娜就
家長對小朋友幼教更會重視，單車或其它運 認為，彈床運動適合南方人士體質，在大
動，在少年人口衍生更多商機；同時，當港 灣區的學校普及推廣，這冷門運動項目將
珠澳大橋開通後，本港主辦單車節會是龐 會有很大發展的潛力。

國乒捍衛總決賽霸主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2017 世界羽聯年終
賽昨日在杜拜進行，不過國家隊「一哥」諶龍由於

除了羽毛球年終賽正在進行外，國際乒聯巡
迴賽總決賽今日在哈薩克阿斯塔納舉行，國乒
將為捍衛總決賽霸主地位而戰。
自首屆國際乒聯年終總決賽於 1996 年在中
國天津舉辦以來，中國隊 16 次奪得男單冠
軍，其中馬龍曾 5 次問鼎，同時也是該項目的
衛冕冠軍。是次國乒將由許昕、樊振東、林高
遠、方博出戰。其中，在剛剛結束的瑞典公開
賽上許昕摘得男單金牌，曾在 2012 年和 2013
年連續兩次登頂年終總決賽男單冠軍的他，將
向第三冠發起衝擊。
中國女隊在女單金牌數上佔據明顯優勢，曾
18次捧起女單冠軍獎盃，「大魔王」張怡寧四
次問鼎。雖然丁寧、劉詩雯並未在名單之內，
但中國隊此次出戰的 5 位小將——陳夢、王曼
昱、顧玉婷、朱雨玲、陳幸同均實力不俗，在
2017 年的各項賽事中有着亮眼的表現。女子
雙打方面，陳夢/朱雨玲作為獨苗將向冠軍發
起衝擊，主要競爭對手是日本組合早田希娜/
伊藤美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膝關節傷患無奈退賽，未能與馬來西亞名將李宗偉
再度合演夢幻對決，令國羽只有小將石宇奇於男單
孤軍作戰，而港隊代表伍家朗在男單 A 組首戰則以
14:21 及 13:21 不敵同組的李宗偉。

世界羽聯年終賽將各個單項的參賽球
手分成兩組作單循環比賽，然後小
■ 諶龍因傷退
賽。 資料圖片

組首兩名進入四強作淘汰賽，里約奧運
冠軍諶龍被編入 A 組，同組的有李宗
偉、伍家朗、孫完虎。今年成績一般的
諶龍近期狀態回升早前奪得中國公開賽
冠軍，之後的香港公開賽亦殺入決賽只
是不敵李宗偉。

李宗偉挫伍家朗 港混雙開門紅
不少球迷均期待諶龍在年終賽能上演
復仇之戰，可惜膝關節的傷勢令諶龍最
終選擇退賽。諶龍表示自奪得中國公開
賽冠軍後膝關節一直感到不適，更因此
缺席了中國羽毛球俱樂部超級聯賽。本
月 10 日來到杜拜進行賽前訓練後，諶龍
感覺到傷勢實在不宜繼續比賽，無奈下
只能退出並對此感到十分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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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表示：「如果有一批我們國家的選手
在各個巡迴賽上經常打到前列，我相信曝光
率就會不一樣。高爾夫運動在全球範圍都是
市場化非常高的一項運動，離不開
社會力量的支持。」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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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

登頂世界第一後 馮珊珊渴望奧運衝金
上個月成為世界女子高爾夫職業選手排名
第一的馮珊珊近期入圍中國十佳勞倫斯「最
佳突破」、「最具人氣女運動員」兩個獎項
的提名。作為候選人的她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希望能參加 2020 年東京奧運會並
衝擊金牌。
上個月，28 歲的馮珊珊在 LPGA
藍灣大師賽中奪冠，成功登頂世界
第一。由於高爾夫是世界主流職
業體育項目，有人將她這一成就
的意義同 2011 年李娜成為中國第
一位網球大滿貫女單冠軍得主相比。
對登頂之後的下一個目標，馮珊珊表
示，首先希望能再拿一個巡迴賽冠軍，然後
爭取進入高爾夫世界名人堂；其次是希望能
保持好狀態，有機會在東京奧運會上衝金。
2016 年里約奧運會，馮珊珊奪得女子高爾
夫球銅牌，這是中國代表團第一枚高爾夫奧
運獎牌。她說：「我現在狀態還不錯，希望
盡可能地保持好，爭取 2020 年東京奧運會還
有代表祖國參賽的資格，並能衝擊一下金
牌。」
採訪中，馮珊珊多次提到推廣高爾夫這個
話題，「高爾夫可以讓我們遇見更好的自
己！它很好地體現了體育作為教育的一種方
式，這個運動本身的精神內涵就是誠信、自
律、尊重他人還有自我挑戰，這對孩子的成
長尤為重要。」她認為，現在學高爾夫的渠
道很多，費用並不比其他課外班高，在高爾
夫上取得的成績也可以幫助孩子上更好的大
學，值得家長和孩子嘗試。

諶龍退賽後，石宇奇成為國家隊奪得
年終賽男單冠軍的唯一希望，他昨日在
男單 B 組首戰不負眾望以 21:19 及 21:17
擊敗中華台北球手周天成，同組的還有
世界「一哥」安賽龍及印度好手斯里坎
斯。至於港隊代表伍家朗於男單 A 組首
戰即遇嚴峻考驗，面對剛奪得香港公開
賽男單冠軍的馬來西亞名將李宗偉，以
直落兩盤 14:21、13:21 落敗，不過由於
同組的諶龍退賽，伍家朗接下來如能擊
敗韓國球手孫完虎，仍大有機會出線。
雖然伍家朗出師失利，但另一港隊年
終賽代表於混雙項目則有好開始，鄧俊
文/謝影雪激戰近一小時後以 21:13、14:
21 及 21:16 擊敗印尼組合佐敦/蘇珊圖，
與「鄧謝配」同組的尚有國家隊超新星
組合鄭思維/陳清晨，以及日本組合數
野健太與栗原文音。

亞洲盃武術散打賽開打

蘇格蘭桌球公開賽
曹雲鵬轟出1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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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手曹雲鵬昨日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蘇格蘭
桌球公開賽首輪比賽中，轟出了職業生涯中的首
個滿分 147 分，也成為第四位在職業比賽中打出
滿分的中國選手。另外三位打出 147 分的中國選
手是丁俊暉、梁文博、傅家俊。27歲的曹雲鵬首
輪比賽的對手是來自英格蘭的希堅遜，曹雲鵬拿
下前兩局比賽後，第三局他上手後打得異常順
手，最後憑藉完美的發揮打出滿分。之後他再勝
一局，以 4:0 獲勝，晉級第二輪。到本屆蘇格蘭
公開賽時為止，累積的滿分獎金已經達到兩萬英
鎊，如果沒有其他選手打出 147 分，他將一人獨
自獲得這份獎金，同時還將另外獲得兩千英鎊的
賽事最高單桿得分獎金。這也是職業比賽歷史上
出現的第 134 個 147 分。當天其他比賽中，中國
名將丁俊暉和梁文博也擊敗各自對手晉級第二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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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盃武術散打比賽舉行發佈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佛山報道）第
一屆亞洲盃武術散打比賽將於本月 15 日在佛
山高明區舉行，吸引來自中國內地及港澳、印
度、吉爾吉斯、韓國、菲律賓、斯里蘭卡、越
南等 9 地約 50 名運動員參加。奪得 2017 年第
十四屆世界武術錦標賽散打 65 公斤級冠軍的
廣東「90後」戰將張騰參賽備受矚目。

港足省港盃初選名單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第 40 屆省港
盃將於明年 1 月 4 日進行首回合賽事，率先主
場出擊的港足昨日公佈 28 人初選名單，近年
港足於省港盃以訓練新人為目的，今屆賽事選
人亦以年輕球員為主，鄭展龍、胡晉銘、夏志
明及羅港威等新人均在陣中。

東方全勝續居ABL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力求衛冕東
南亞職業籃球聯賽(ABL)的香港東方，昨晚在
今季首度主場作戰，於修頓體育館迎戰菲律賓
火焰，最終以 99:96 擊敗對手，今季 5 戰全
勝，繼續排榜首；東方外援林泰樂今仗拿下
32分，成為球隊贏波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