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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楊傅園慧全國賽報捷

■孫楊在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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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開啟中國化進程
將設立 F1 中國辦公室
「中國站非常棒，無論是票房的表
現還是環境、保障等等，都非常到
位。所以我們很高興與上海完成續
約，期待未來有更好的合作。」F1全
球戰略總監亞斯 15 日接受新華社記
者專訪時表示：「未來我們將做更多
中國本土化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設
立 F1 中國辦公室，更好地為中國車
迷服務。」
去年 9 月，一級方程式與上海久事
體育成功續約 3 年，雙方對未來的發
展都充滿期待。F1 主席卡斯表示：
「我們非常看重中國大獎賽，中國未
來還有大量的潛力等待開發，F1在中

新華社

本年度全國游泳冠軍賽於昨日上演多項決
賽，其中孫楊於男子 400米自由泳決賽以 3分
44 秒 29 佳績奪冠。至於傅園慧則以 27 秒 16
成績，勝出女子50米背泳決賽。
大熱門孫楊於頭 50 米已取得領先，在全程
未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最終以 3 分 44 秒 29 成
績奪冠，其所造出時間僅次於英國泳手霍頓
在英聯邦運動會的成績，是今年第二佳時
間。
同日另一焦點戰是女子 50 米背泳決賽，
2015 年世錦賽冠軍傅園慧，面對住劉湘的極

大威脅。惟傅於比賽初段已快速取得優勢，
最終以27秒16成績獲得冠軍，是該項目今年
在世界上最好的成績，距離趙菁保持的世界
紀錄亦僅差0.10秒。至於劉湘以27秒40成績
得到亞軍。
同日其他決賽，賀新以 22 秒 14 獲男子 50
米自由泳冠軍。覃海洋以 2 分 09 秒 40 獲得男
子200米蛙泳金牌。女子400米個人混合泳就
由周敏勝出，時間是 4 分 43 秒 25。另外河北
隊造出 8 分 0 秒 73 佳績，獲女子 4×200 米自 ■傅園慧於女子 50 米背泳決賽創本賽
由泳接力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季紀錄。
新華社

■ F1 官方對在中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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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卡度憑出色表現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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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市場的發展
還會加速。當
然，我們也作好
準備更好地融入中
國，例如我們將在中
國設立 F1 中國辦公室，拉
近與青年人和女性的關係，並將舉辦
更多活動吸引家庭觀看比賽，走進賽
場。」至於久事賽事總經理楊亦斌亦
對合作感樂觀：「在新的合約周期
裡，我們感受到了F1更多的合作和
開放的態度，使得我們能更好地
合作開發，推動 F1 中國大獎賽
的進一步發展。」 ■新華社

本 屆
F1 上 海
站比賽
於剛過
去周日順利完成，結果紅牛一
隊的澳洲車手列卡度借第 31
圈的安全車之助，贏得本季首
個分站冠軍，以及個人第 6 個
分站錦標；保達斯及拉高倫分
列 2、3 名。至於兩位 4 屆世

排頭位起步的法拉利車手維泰爾，於比賽初段一直
保持領先。惟到第18圈，紅牛兩位車手列卡度及

韋斯達賓一同提早入維修站換上較硬的白色中性車
胎，1 圈後平治車隊亦作出跟隨，兩隊出站後同樣做出
快圈，令較遲入站的維泰爾損失甚多時間，平治的保
達斯一度取得領先地位。

韋斯達賓被罰10秒
然而，比賽到第 31 圈發生變化，兩架紅牛二隊戰車
發生碰撞，導致安全車出動。處於落後環境的紅牛一
隊此時一同借勢入維修站，更換上較快的黃色邊車
胎，因此在安全車退場
後，紅牛兩輛戰車的

速度均較原在領先地位的平治、法拉利戰車要快。在
這情況下，列卡度就有更出色表現，他先後超越咸美
頓、拉高倫、維泰爾及保達斯的戰車直奔首位，最終
贏得本季首場勝仗。保達斯及拉高倫則分列第 2、3
位。至於頭兩站勝出的維泰爾，由於與韋斯達賓碰撞
導致戰車受損，最終僅列第8位。犯規的韋斯達賓由於
被罰 10 秒，最終僅列第 5 名，咸美頓則上升一名得第 4
位。車手榜方面，維泰爾仍以 54 分領先，咸美頓及保
達斯，則分別以45及40分分列第2及第3位。

人員的努力，才有今天成績」。至於在尾段被撞的維
泰爾，賽後則表示對意外感突然：「我已留出很多
空間，當看到他時已太遲；事實韋斯達賓年紀也
不輕了，不應有此魯莽舉動。」至於韋斯達
賓就承認錯誤，但同時表明不會改變自
己的駕車風格，未來日子仍會全力
拚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韋斯達賓承認錯誤
賽後，列卡度自然對獲勝感到高興，他
指：「車隊的策略非常成功，
亦要感謝工作

界冠軍咸美頓及維泰爾，則分
別只得第 4 及第 8 名。

■列卡度借安全車之助取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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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超全明星賽圓滿落幕

■丁霞（前）賽後與球迷合影。

新華社

友泉、李牧成為冠軍隊教練。
單項獎方面，袁心玥獲評本屆全明星最
閃耀健康光彩球員，金軟景拿到最受歡迎
國際球員獎，北汽男排自由人丁慧被評為
最具親和力球員。山東男排主攻季道帥、
遼寧女排二傳丁霞分獲最具人氣男、女球
員獎。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闊別跨欄賽道七個月的
呂麗瑤，在昨午雨後的女子
100 米跨欄決賽，在正常風速
下以 13.58 秒首名衝過終點，
接近自己最佳的 13 秒 56。她
賽後十分滿意復出的成績，
自己感到場上的信心比過去
更強！下個目標將成績推至
13秒30。

港超聯大埔5：1大勝流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周日港超聯，主場出擊
的和富大埔以 5：1 大破標準
流浪，梁冠聰及迪亞高上半
場兩次背射得手成 2：0，換
邊後黃威及沙高伊托尼再合
力攻入 3 球，助球隊大勝有
摩域治「破蛋」的標準流
浪，繼續力迫次席的香港飛
馬。另外陽光元朗則以 1:0 小
勝夢想 FC。

短 訊

隨着 4 支明星隊之間的「南北爭霸」比
賽戰罷，2018 中國排球超級聯賽光明優倍
全明星系列活動在深圳市寶安區圓滿落
幕。
本賽季，中國排球聯賽全面升級為中國
排球超級聯賽，全明星賽也是連續第二年
舉辦。在上午進行的技巧大賽上，全明星
球員們展示了扣球、發球、傳墊球等精湛
技術。最終袁心玥和詹國俊、劉曉彤和江
川、姚迪和丁慧分別榮膺發球精準挑戰
賽、扣球大賽、傳墊技巧大賽冠軍。
日前的全明星正賽，56 名頂尖球員分成
南北男女 4 支隊，由沈瓊、王之騰、李
牧、陳友泉掛帥，進行了 4 節共 88 分鐘的
比拚。在全場數千名球迷的助威聲中，袁
心玥、李盈瑩領銜的北方女隊以 32：29 擊
敗韓國球星金軟景所在的南方女隊，江
川、梁春龍領銜的北方男隊以 41：40 險勝
張晨、張哲嘉等名將所在的南方男隊，陳

呂麗瑤復出即平紀錄封后

黃芷銦一日內兩度贏冠軍

■北方明星隊成員慶祝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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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兩位剛轉全職男女
「氣袋」魏賡及黃芷銦，在一
天內跑兩場大賽。其中後者先
在灣仔運動場出戰田徑的女子
10,000 米跑奪金，並於晚上
「奧比斯跑向光明」慈善跑
10 公里女子組勝出。至於魏
賡則在活動的三公里賽奪冠。

李雪芮復出首賽即奪冠
前女單世界第一羽毛球手李雪芮，在休
戰近兩年後復出，即取得首個冠軍。她昨
日在中國大師賽的決賽，以 16：21/21：
16/21：18 反勝韓國的金佳恩，取得兩年
來的首個冠軍。
自里約奧運季軍戰受傷之後，李雪芮復
出以來首個賽事就打入決賽。首局先輸
16：21，第二局初段仍落後金佳恩。不過
在落後 9：11 之後，李雪芮連取 5 分反超
14：11 之後，將優勢保持，以 21：16 追回
一局。決勝的第三局，李雪芮曾大比分領
先 10：5，雖然金佳恩之後力追，但是李
雪芮最終以21：18取下這一局，以2：1局
數奪得冠軍。李雪芮賽後表示：「網友問
我，你是退役了嗎？其實康復是漫長過
程。」

至於在男單的比賽，中華台北選手林祐
賢以 2：1 的局數反勝中國內地選手陸光祖
奪得冠軍。而男女雙決賽都是由中國內地
組合包辦冠亞軍，至於混雙就由郭新娃/劉
玄炫擊敗頭號種子的印尼組合奪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李雪芮獲得復出後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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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志 征 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傑
志昨日抵達韓國，
準備周三晚出戰最
後一場亞冠盃小組
賽對全北汽車。科
蘭及辛祖因傷未能
隨隊，艾里奧及列
斯奧亦有傷在身，
主帥朱志光表示球
隊受到傷兵問題困
擾下免不了要作出
調整，但不會將今
場當成例行公事。
（傑志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