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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桌球公開賽當地時間 13 日結束了第二輪的
爭奪，「火箭」奧蘇利雲在比賽中兩桿破百以 4：1
橫掃對手輕鬆晉級 32 強，國手丁俊暉和本港名將傅
家俊也都順利闖入第三輪。另外，「巫師」希堅斯和
「準神」卓林普等名將也都紛紛闖關。
當日，傅家俊於 64 強迎戰內地球手方雄慢，雖然
有些慢熱，以 56：58、24：72 連失兩局，但這位香
港「一哥」及時找回手感，以 78：27、68：8、91：
36、130：0 連追四局反勝晉級，將與另一內地球手
周躍龍爭奪16強席位。
其他中國內地球手，「一哥」丁俊暉當日以 4：2
淘汰世界排名第 62 位的沃克林，梁文博以 3：4 不敵
排名第 42 位的喬伊斯，周躍龍以 4：2 挫同胞于德
陸，蕭國棟以 4：3 險勝威爾遜，張永以 0：4 被泰國
球手桑坎姆零封，李行以 0：4 遭麥克勞德橫掃，徐
思 4：2 絕殺占米羅伯臣，曹宇鵬 4：2 勝阿蘭泰勒，
張安達 4：2 勝沃拉斯頓，梅希文 1：4 不敵斯萊瑟，
顏丙濤4：0橫掃占米瓊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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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線關鍵戰有出色發揮，繼上年年終賽後
再次擊敗這位韓國名將，雖然連續兩日出戰，
不過伍家朗的體能狀態未落下風，首局憑藉尾
段的穩定發揮以 21：15 先下一城，不過次局中
段起被孫完虎迅速拉開距離以 13：21 落敗，決
勝局伍家朗再次發揮凌厲後勁，最後連奪 5 分以
21：16 奠定勝局，以局數 2：1 結束這場歷時 1 小時
20 分的苦戰。目前成績 1 勝 1 敗的伍家朗最終能否殺入四
強，要視乎今天李宗偉對孫完虎的賽果。（now631 台今
天下午5時起直播）
賽後，伍家朗表示獲勝的關鍵是「意志力」：「今場贏
在第三局，當時大家的體力都在走下坡，是意志力助我頂
住壓力，最後可以咬住比分成功突圍。」
對於小組出線，伍家朗坦言：「我已完成任務，接下來（能
否再進一步）就要由老天爺決定了。不過仍然有些緊張。」
而港隊混雙拍檔鄧俊文/謝影雪昨持續強勢，繼前日力
克世界排名第 6 的印尼組合後，昨日面對日本組合數野健
太/栗原文音，以 21：16、16：21 及 21：6 再勝，兩連勝
下 4 強席位幾可肯定到手，小組最後一戰會面對國家隊超
新星組合鄭思維/陳清晨。

華裔網球少女
盼比肩李娜

何冰嬌二連敗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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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國國家羽隊（國羽），女單 1 勝 1 負，陳雨菲以
21：16、21：13挫韓國的成池鉉，繼續保留出線希望；何
冰嬌 14：21、21：13、18：21 不敵日本的山口茜，二連
敗遭淘汰。男單獨苗石宇奇，面對新科世界冠軍、丹麥
「一哥」安賽龍，苦戰三局，以13：21、21：18、21：17
險勝，兩戰兩勝提前出線。
另外，女單世界排名第一的中華台北球手戴資穎以18：
21、17：21負泰國的拉查諾，為小組出線蒙上陰影。

本賽季的 WTA 東京賽上，15 歲的美籍華裔選手張
欣兒成為外界關注焦點。她一路殺入賽事 8 強，打破
了舒拉寶娃塵封 15 年之久的紀錄，成為進入世界前
500 位最年輕的女子選手。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這位網壇天才少女坦承：「我想成為像李娜一樣的選
手。」
對於自己創下的紀錄，張欣兒直言：「現在的成績
只是小目標，未來希望自己能在更大的賽事上取得突
破。」但她隨即補充道，雖然求勝欲望強烈，但職業
生涯還是要一步一個腳印，「我很年輕，所以我不想
給自己設定太具體的目標，我目前最期待的就是每年
可以不受傷病困擾地享受網球帶來的快樂，只要努力
了，排名的提升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張欣兒告訴記者，自己非常崇拜李娜，「她是我從
小的偶像」。在她看來，隨技戰術水平的提升，自
己有望成為像李娜一樣的世界級選手，「如果說到不
同，那就是我的打法比李娜更富有侵略性。」
■中新社

陳清晨兩雙打世界排名第一
世界羽聯昨公佈最新一期世界排
名。男單世錦賽冠軍、丹麥名將安賽
龍繼續位居榜首，馬來西亞拿督李宗
偉和國羽里約奧運冠軍諶龍分列第 2
和第 3，國羽大滿貫球手林丹排名第
6。女單方面，中華台北的戴資穎獨
佔鰲頭；印尼組合費爾納爾迪/蘇卡
穆約位列男雙頭名。國羽新銳陳清晨
分別與賈一凡、鄭思維合作的女雙與
混雙均排名榜首。
男單世界排名位居第 4 和第 5 的順
位是印度的斯里坎斯與韓國的孫完
虎，中華台北的周天成第 7，石宇奇
第 8，本港「一哥」伍家朗第 9，另

外一位印度選手普蘭諾伊第10。
女單世界排名第 2 至第 10 的順序
是：日本的山口茜、印度的辛杜、西
班牙的馬林、韓國的成池鉉、泰國的
拉查諾、日本的奧原希望、國羽的陳
雨菲與何冰嬌以及印度的內瓦爾。
男雙方面，剛剛獲得羽聯年度最佳
的印尼組合費爾納爾迪/蘇卡穆約排
名第一，兩對國羽組合李俊慧/劉雨
辰與劉成/張楠分居第 3、第 4。女雙
世錦賽冠軍陳清晨/賈一凡高居榜
首，混雙鄭思維/陳清晨和魯愷/黃雅
瓊佔據前二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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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青殘運閉幕 港隊奪7金13銀4銅

乒聯總決賽 港男女雙齊捷
國際乒聯巡迴賽年
終總決賽香港時間昨
日在哈薩克首都阿斯
塔納打響。當日率先
進行的是男女子雙打 8
強賽，港隊男女雙組
■ 吳穎嵐／蘇慧音在
合黃鎮廷/何鈞傑與杜
比賽中。
比賽中
。 ITTF
ITTF圖片
圖片
凱琹/李皓晴齊齊首仗
報捷，其中前者以 3：0 挫新加坡組合高寧/龐學傑，
後者則以 3：1 淘汰中華台北的陳思羽/鄭怡靜。不過
另一港隊女雙小將吳穎嵐/蘇慧音則以 0：3 被國乒組
合陳夢/朱雨玲橫掃。（有線 202 及 62 台今午 12 時
起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帆船世青賽三亞激戰正酣

■港隊在迪拜亞青殘運共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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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銀
銀 4 銅。
2017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當地時
間 13 日在迪拜結束最後一天賽事，香
港代表隊再在游泳及硬地滾球項目再增
添 3 獎牌，令香港代表團在今次運動會
的獎牌增至7金13銀4銅。
當日，陳朗天及許家俊於男子 SB14
級 100 米蛙泳分別以 1 分 13 秒 44 及 1 分
15 秒 03 奪下金銀牌。而成功躋身 BC4

級個人賽 4 強的張沅成為港硬地滾球隊
奪牌希望，他於準決賽面對伊朗選手拉
扎比扎雲尼，以 5：1 大勝，晉級決賽
迎戰日本選手Shun ESAKI，惜以2：4
落敗，獲得一面銀牌。
香港代表團已完成今屆亞青殘運所有
賽事，總共取得 7 金 13 銀 4 銅共 24 面獎
牌。團長胡小玲表示：「非常興奮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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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眾青少年運動員有好表現，發揮
潛能；在比賽過程中了解自己長短處。
透過今次比賽亦觀察到亞洲各地有不少
新晉青少年運動員湧現，香港殘奧會會
繼續發掘更多新秀，加以培訓，令殘疾
人運動更蓬勃發展。」
第三屆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至 13 日在阿聯酋迪拜

舉行，共有 600 名青少年運動員參與 7
個比賽項目。
香港派出 65 人代表團，當中包括 34
名運動員出戰田徑、硬地滾球、游泳及
乒乓球四個項目。香港代表團將於參加
閉幕禮後翌日啟程返港乘搭阿聯酋航空
公司客機EK380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青年帆船錦標
賽（世青賽）前日在
三亞結束的第三日比
賽，中國小將展現出
■帆船世青賽在三 力爭上游的態勢。其
亞進行。
亞進行
。 中新社 中在男子 29 人級帆船
賽，中國選手許棟棟
和孫宏鑫取得一輪第五名的不錯成績。而於 RS:X 帆
板比賽，以色列選手約阿夫當日拿下兩輪第一，超越
中國選手陳昊暫居排行榜第一位，陳昊則以兩輪第
二、一輪第八，暫時位列第二。女子組方面，意大利
與英國選手積分相同，分列第一、第二位，中國的虞
婷緊隨其後位居第三。另外，港將鄭清然及蔡穎姿力
戰下依然保持總排名前8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