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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欖賽下月初舉行 港男女隊抽中籤

■香港女隊成員在抽籤儀式上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國
泰 航 空 ／匯 豐 香 港 國 際 七 人 欖 球 賽
2018」昨舉行抽籤儀式，香港男女子代
表隊抽得中籤。賽事將於下月 6-8 日在
大球場舉行。港女隊須先於下月 5-6 日
在掃桿埔角逐分組賽，晉身四強方可進
軍大球場的銀盃賽。
至於香港男隊，則在「匯豐世界七人
欖球系列賽─外圍賽」抽入 F 組，同組
球隊有巴布亞新畿內亞、德國及津巴布
韋。
港隊華人老將梁錦成期望爭得小組前

兩名，以晉身次圈淘汰賽。他指港隊與
德國隊曾各贏一次，但上屆港隊見負。
不過，同組最強的應是津巴布韋，港隊
從未贏過。而新亮相的巴布亞新畿內亞
要先搜查軍情。港隊早前拉隊到斐濟參
加當地高水準的賽事，獲益良多，全隊
信心足，希望屆時一場一場地打，爭取
奪得小組兩名出線權。
至於港女隊在「世界女子七人欖球系
列賽─外圍賽」抽入 B 組，與國家隊、
巴西、哈薩克同組。
隊長鄭家慈表示，同組有兩隊亞洲球

隊，球路比較了解，希望打好每一場比
賽，取得小組出線權，最終進軍大球
場。
香港隊的生力軍莊嘉欣也很期待踏足
大球場，她說：「能夠在大球場比賽對
我意義重大，當你被選入隊和披上港隊
戰衣比賽，是無上光榮，也是向主場和
世界各地球迷展示實力的珍貴機會。」
她分析，同組球隊中巴西隊身手靈活，
哈薩克隊身形高大，港隊須加強防守對
付。至於國家隊，則交手最多、互相了 ■香港男隊成員英姿颯爽。
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 中國游泳協會主席周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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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列賽北京站 11 日落幕，中國選手包攬全部
十塊金牌，作為中國游泳協會主席的跳水隊「大家長」周繼紅繼續
追求完美，一再給隊員「挑毛病」。

「應該水 說立 我方 們的 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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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花游孿生姐妹法國摘金
2018 年國際泳聯花樣游泳世界系列賽法國
站於當地時間 11 日落幕，中國隊在最後一個
比賽日見金，雙胞胎姐妹組合王柳懿/王芊懿
在雙人自由自選項目上折桂。
中國隊領隊劉岩總結說，本站比賽中國隊
取得 1 金 2 銀 1 銅的成績，達到了為亞運會練
兵的目的。
在當日產生的 4 枚金牌中，俄羅斯隊摘得單
人自由自選和混合雙人自由自選冠軍，托舉組
合金牌歸屬烏克蘭隊。
雙人自由自選是法國站的最後一個比賽項
目。決賽中王柳懿/王芊懿表現出色，姐妹倆
以 92.5667 分摘得金牌。收穫亞軍的烏克蘭選
手薩夫丘克/亞赫諾落後中國姐妹組合 0.9667
分，日本組合乾友紀子/中牧佳南位列第三。
法國站共進行了 10 個項目較量，摘得 5 金

的俄羅斯成為最大贏家，烏克蘭收穫 3 枚金
牌，中國與意大利各有1金進賬。 ■新華社

■王柳懿
王柳懿//王芊懿在花游世界系列賽法
國站奪自由自選項目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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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

賽是用來檢驗整個冬訓
成果，整體表現還不錯，
但有些項目，比如男子十米
台的表現，還是有一些欠缺。
比如陳艾森的手臂拉傷，冬訓不
是很系統，動作發軟，入水時水花就
壓不住。楊健的情況按說應該好一些，
因為他整個冬訓都不錯，可是他在 5156B
時出現了失誤，這說明他的心態沒有調整過
來。後面的動作他雖然沒有失誤，但是動作的
品質不夠，沒有發揮出正常水準，以
後還是要多磨煉。」周繼紅說。
男女混合雙人十米台的冠軍屬於林
珊和練俊傑，周繼紅指出：「混合雙人
林珊是新人，自選第一個動作出現了失
誤，比賽經驗不足，還是要參賽多磨
煉。」
作為 2018 年世界跳水系列賽的第一
站，中國隊能夠以「十全十美」的方
式取得開門紅，周繼紅說：「希望這
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是未來要解決
的問題還很多。這次比賽，國外選
手還沒有調動起來，水準不夠。此
外，一些比較拔尖的國外選手，
包括英國男子跳板世界冠軍拉
夫爾、女子三米板的澳洲名

將等人由於傷病都沒來參賽。」
「這是今年第一站的比賽，後面比賽的水準會越來越高，狀
態都會提升上去。到 6 月份舉行跳水世界盃的時候，大家就會
拿出最好狀態來，所以我們要繼續提高自己。」周繼紅說。

14歲張家齊奪雙冠
本屆跳水系列賽，中國隊派出大量新人參賽。在 11 日的比
賽中，第一次參加世界大賽的小將張家齊戰勝了隊友、里約奧
運會十米台冠軍任茜奪冠。張家齊出生於2004年，在9日的女
子雙人十米台比賽中她攜手掌敏潔奪冠。
在男子十米台比賽中，里約奧運會冠軍陳艾森以 529.05 分
位列第二，楊健憑藉高難度「殺手鐧」109B（向前翻騰四周
半屈體）的出色表現，以 539.55
分獲得冠軍。
林珊和練俊傑分別出生於 2001
年和 2000 年。在 11 日的混雙十米
台中兩人發揮穩定，比分一路領
先，最終以349.56分獲得冠軍。
前兩日比賽中，張家齊/掌敏
潔 、 陳 艾 森/楊 昊 、 陳 藝 文/王
涵、曹緣/謝思埸、王涵/李政分
別奪得女雙十米台、男雙十米
台、女雙三米板、男雙三米板和
■張家齊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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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十米跳
子三米板冠軍；謝思埸也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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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兩金
。
跳水名將拉夫爾奪走的男子三米
新華社
板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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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羽球「一哥」伍家朗在當地時間 11 日
落幕的德國公開賽男單決賽中，激戰 3 局以
1：2 不敵衛冕冠軍、中華台北名將周天成，
屈居亞軍。沒有派出全部主力的國家隊（國
羽）則由陳雨菲和黃東萍/鄭雨分別獲得女單
與女雙銀牌。
伍家朗於今次德國賽，先後拍走國羽大滿
貫球手林丹及另一國羽隊員石宇奇，與中華
台北好手周天成會師決賽。
此前伍家朗與周天成曾8度交手，港將3勝
5 負稍遜。當日決賽，首局初段互有攻守，
但周天成在 6 平後連搶 3 分、取得 9：6 的領
先優勢，並以 21：19 先下一城。次局，二人
爭持更為激烈，伍家朗在 15：17 落後的劣勢
下，以 21：18 扳回一局。決勝局，周天成以
8：2 先聲奪人，雖然伍家朗憑堅毅的鬥志追
至 18：20，但因之前失分太多，最終以 18：
21不敵屈居亞軍，周天成則成功衛冕。

賽後，伍家
朗在個人社交
網 站 貼 文 ：
「好可惜，未
能收獲（穫）
今 個 賽 季 既
■伍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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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惺惺相惜。
天成惺惺相惜
。
冠軍。不過下
facebook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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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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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唔可以放鬆住，一樣要爭取好成績！」
其他各項決賽，世界排名第 8 的國羽小花
陳雨菲以 19：21、21：6、12：21 不敵世界
排名第二的日本名將山口茜；從資格賽打起
的國羽女雙新組合黃東萍/鄭雨以 21：18、
14：21 和 6：21 負日本組合福島由紀/廣田
彩。另外，馬來西亞組合吳順發/賴潔敏混雙
奪冠；日本的井上拓鬥/金子祐樹摘得男雙頭
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再戰忠信功夫
東方作客佛山

伍家朗負
伍家朗
負周天成 德國羽賽屈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東方籃球
隊上周作客不敵忠信功
夫，錄得第三場敗仗，
但仍以 12 勝在東南亞職
業籃球聯賽（ABL）高踞
榜首、領導群雄！今晚
東方在佛山再跟忠信功
夫交手，球隊副總監香
振強警告，今晚賽事形
勢是「榜首大戰」，東
方不容再失。
由於連續兩仗客場對
陣忠信功夫，為免舟車
勞頓，球隊自上仗後一
直留在佛山集宿操練。
「上場落敗後，球員更

■東方籃球隊在佛山進行賽前適應性訓練
東方籃球隊在佛山進行賽前適應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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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去備戰，並就加強
隊友之間溝通進行針對
訓練；希望吸取上場落
敗的教訓，加強防守，
期望不要重蹈覆轍！」
香振強續說，「由 3 月 22
號至 28 號，我們除要應
付常規賽最後 3 場賽事
外，更要抽身出戰本地
銀牌賽。7 日內有 4 場賽
事，其中更有一場是作
客馬來西亞，舟車勞頓
失分的機會相當大。要
保首名躋身季後賽的優
勢，今仗不容有失，希
望提早完成任務，專心
本土銀牌賽。」

東方提供

短訊

上海雙雄今亞冠齊抗韓
上海雙雄今在亞冠第四輪小組賽分途出擊
抗韓，其中上海上港今晚 6 時客場挑戰蔚山
現代，上海申花則於今晚 8 時主場迎戰水原
藍翼（now 672台直播兩場賽事）。上港於
首回合比賽以2：2被蔚山現代逼和，目前積
7分位居F組榜首，今晚若戰勝蔚山現代，便
可基本鎖定出線資格。至於H組的申花，今
季在亞冠賽場遭遇三連和，今晚能否在虹口
體育場迎來轉捩點？主帥吳金貴顯示出無比
的信心：「我們在客場逼平過對手，在主場
期待球員打出應有的水平，爭取奪得亞冠首
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乒卡塔爾公開賽獨秀

世界巡迴賽卡塔爾公開賽當地時間11日在
卡塔爾首都多哈結束，中國乒隊（國乒）囊
括所有項目冠軍，再次展示了難以撼動的整
體實力。其中樊振東（見圖）以4：0輕取巴
西選手卡爾德拉諾奪得男單冠軍，樊振東還
和許昕搭檔戰勝日本組合水谷隼/大島祐哉，
斬獲男雙冠軍。劉詩雯在連失兩局下以4：2
逆轉隊友王曼昱，奪得女單冠軍。女雙決賽
同樣是中國隊「內戰」，小將王曼昱攜手陳
可，也是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以3：1逆轉擊
敗了孫穎莎 /陳幸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