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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界系列賽 僅石浩璵一男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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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泳聯花樣游泳世界系列賽中國站暨全國花樣游泳
冠軍賽 22 日晚在北京落幕。今年初剛剛搭檔的石浩璵／
張依瑤作為唯一參加國際賽的選手，在沒有競爭的情況
下獲得混合雙人自由自選和技術自選兩枚金牌。
次在國家奧林匹克中心英東游泳館進行
的比賽中，混雙項目只有石浩璵／張依
瑤和湖北隊的顧順誠／姜昱彤參賽，世界系
列賽中則只有石浩璵／張依瑤代表中國隊，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選手沒有參賽。
石浩璵此前曾經和盛姝雯搭檔參加去年的
世錦賽，是第一位參加世錦賽花樣游泳比賽
的中國男子運動員。

此

起步晚 需要時間推廣
中國花游隊教練王芳介紹說：「目前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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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兩支專業隊在練習混雙，但業餘體校已
經逐漸有小男孩在參與了。有些省隊在尋找
苗子，但正式招進體校的不多。混雙項目我
們開展得相對晚，大家在接受上需要一點時
間，國際泳聯力爭在 2024 年奧運會上增加混
雙這個項目，這對於我們推動和開展男子花
游會有很大促進作用。」
她表示，人們對男子花游從觀念上接受比
較難，多數人認為花游是女孩子的項目，有
男孩子進入以後，人們需要一段時間接受，
混雙這個項目也需要更多推廣，經過熟悉以
後，大家會發現其實男孩子練這個項目是很
好的，事實上花游項目非常陽剛。
「花樣游泳和過去不一樣了，現在再去看
十幾年前的錄影會覺得特別柔美，但現今的
花樣游泳其實非常陽剛，需要力量和速度。
男選手加入以後更能體現力量和爆發力，花
游的風格也會繼續改變。」她說。

中國花游隊
世界系列賽摘七金
國際泳聯花樣游泳世界系列賽
中國站22日落幕。在為期3天、
10個項目的比賽中，中國隊分別
獲得雙人技術自選、自由自選；
集體技術自選、自由自選；混雙
技術自選、自由組合、自由自選
共 7 枚金牌，烏茲別克隊摘得2
金，斯洛伐克隊獲1金。
22 日共進行了三個項目的決
賽，蔣文文和蔣婷婷姐妹奪得
雙人自由自選金牌，成績是
92.8000分。兩人此前已經獲得
了雙人技術自選冠軍。奧地利
隊和美國隊分別獲得自由自選
第二、三名。
文婷姐妹對自己當日表現較
為滿意。蔣文文說：「接下來
還有兩站系列賽，緊接着就是

男選手更能體現力量美
混雙項目在 2015 年喀山世錦賽才被列
為正式比賽項目，和國外的混雙選手相
比，中國的花游男選手年齡偏小，石浩璵
16 歲，而今年才進入湖北隊的顧順誠只
有 11 歲，一般混雙都是男子力量大，在
水下進行托舉動作，女選手當「花尖」，
而顧順誠卻恰恰相反，他比隊友姜昱彤身
材要矮小，所以他當「花尖」被托舉。
王芳說：「國外的混雙選手多是老將，
成熟而有藝術表現力，而現在內地我們看
到的都是男孩子，沒有男人的魅力。其實混
雙對於技術並沒有很高的要求，相對而言更

傅家俊負呂昊天 世錦賽首輪出局

內地小將呂昊天當地時間
22 日在英國謝菲爾德進行的
世界桌球錦標賽首輪比賽中以
10：5 力克本港名將傅家俊，
第一次參加這項大賽就晉級
16強。
由於做了眼科手術，傅家俊
過去 3 個月沒有參加比賽，這
顯然影響了他的狀態。當然，
年僅 20 歲的呂昊天也確實打
出了自己的最高水平，當地時
間 21 日的第一階段比賽後，
他就以 6：3 領先，22 日晚的
第二階段，他再連下兩局將優
勢擴大為 8：3。經驗豐富的
傅家俊隨後打出單桿 49 分和
120 分，將差距縮小到 5：8，
但呂昊天單桿打出 79 分和 61
分，連贏兩局鎖定勝利。
傅家俊賽後表示：「總體來
說，呂昊天打得更加出色，
10： 5 是 一 個 非 常 公 平 的 比
分。他是名很棒的球員，我在
20 歲的時候也參加過世界錦
標賽，我知道難度很大，但他
就像在訓練一樣。他在這裡比
預選賽打得都好。」
他還說：「我的眼睛挺好，
並沒有影響我的發揮，我只是
輸給了一名更優秀的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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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來自於選手自身的內在修養和沉澱。這
需要多方面的長時間積累，不是只在泳池裡
就能練出來。」
對於選拔男選手，王芳表示要求很簡單：
「我們不想設計條條框框，只要你喜
歡，就歡迎你加入到這個項
目來。」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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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景升港超
700 萬助足球小將追夢

短訊
張繼科復出 征兩站公開賽
國際乒聯官網昨公佈了5月31日至
6 月 3 日舉行的中國公開賽的報名名
單，中國乒隊（國乒）30 歲的大滿
貫得主張繼科時隔半年赫然在列。名
單顯示，張繼科除單打項目外，還將
搭檔王曼昱參加混雙比賽。另外，較
早前，張繼科還報名了同在5月24日
至27日舉行的香港公開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個子不高的廖智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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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賽賽奪鄭州女網單打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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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申請升班
港超聯的凱景足球隊，財政並不充裕，他
們只是一班追夢者。
憑率領南區升上甲組的經驗，馮「凱」
文和上市公司集團董事的勞「景」祐，如
動畫片「足球小將」般攜手為一班在校學
生創建球隊平台，齊齊追足球夢。
上周獲足總董事會批准，凱景可直接升
港超，這一星期凱景努力物色贊助商籌組
班費，着手埋班。
縱 使 今 季 港 超 青 春 班 要 600 萬 「 起

錶」，但執教理文又是凱景當然教練的馮
凱文表示：「多有多玩，少有少玩，不過
七八百萬應該走唔甩，凱景一定不會待薄
球員，預算球員待遇不能太低，我們堅持
香港的運動員應該要有合理薪酬。」
過去三季花百多萬升班，來屆增幅高達
七倍。「個別球員孫銘謙、廖智謙及劉穎
笙，這幾個都是我一手帶大，會跟隨球隊
升班，大家彼此互相信任，而且他們正值
求學階段，未有家庭負擔，是追夢的最理
想時機。」

凱景代表將於這兩天和足總開會，屆時
一切組軍計劃將會明朗。升超後需要物色
新贊助商，會長勞景祐不排除以球隊冠名
吸納資金。「在香港，一個足球員最頂級
的舞台就是港超。多年來我和馮凱文教練
都有個心願，就是想幫助年輕球員延續足
球夢。球隊以馮 Sir 教導過的男拔學生為骨
幹，我們十分幸運，可以由丙組一直打上
甲組。目前面臨的下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
足夠兵源應付港超。我知道一些友會有可
能提供球員，暫時態度樂觀。」

2017-2018 賽季中國男籃職業聯賽總決
賽 22 日晚在瀋陽遼寧體育館結束第四場較
量，主場作戰的遼寧衡潤隊以 100：88 擊
敗浙江廣廈隊，從而以 4：0 的總比分橫掃
對手，成為 CBA 歷史上第七支總冠軍球
隊。遼寧籃球人期盼了 23 年 CBA 總冠軍
夢，終於在這一天得以實現。
本場比賽，廣廈主帥李春江因為累積 4
次技術犯規而被停賽，助理教練李曉勇臨
場指揮。背水一戰的常規賽冠軍展現出強

勁的實力，比賽開始後通過林志傑和胡金
秋的雙星閃耀一度取得 11 分優勢。遼寧隊
利用強悍的防守多次打出快速反擊，首節
結束時將分差追至 2 分。次節開始後遼寧
隊逐漸佔據主動，並反超比分。
下半場開場後遼寧隊繼續擴大戰果，隨
着李曉旭在第四節的三分球命中，遼寧隊
將分差擴大到 15 分。比賽最後時刻，廣廈
隊一度將差距縮小到 8 分，但為時已晚，
最終遼寧隊在主場收穫勝利。 ■新華社 ■遼寧球員在頒獎儀式上自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碧源盃」鄭州國際女子網球
公開賽周日圓滿落幕。女單決賽中，
鄭賽賽戰勝 4 號種子王雅繁，第二次
奪得 WTA125K 賽事單打冠軍。王雅
繁／段瑩瑩組合則奪得雙打冠軍。該
項賽事是目前中原地區規格最高的國
際網球賽事，賽事獎金級別為
WTA12.5萬美元。

■鄭賽賽（左）勝王雅繁奪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遼寧掃廣廈 23載終奪CBA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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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會的比賽。連續作戰對我
們的體力是很大的考驗，但同
時對我們來說其實也是一種享
受。我希望一次比一次好，到
了亞運會的時候，能夠給大家
驚豔的表現。也希望國內的選
手，尤其雙胞胎的隊員能夠快
速成長，更快地接手中國花樣
游泳雙人項目。」
當日的混合雙人項目只有中
國選手參賽。今年初剛剛搭檔
的石浩璵／張依瑤無懸念拿到
金牌，他們在自由自選中得到
77.8667分。石浩璵曾與盛姝雯
搭檔參加去年的布達佩斯世界
游泳錦標賽，是第一位參加世
錦賽花樣游泳比賽的中國男子
運動員。
■新華社

中日韓圍棋混雙賽下周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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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
報道）第六屆「廬陽．志邦盃」中日
韓三國圍棋名人混雙賽，將於 5 月 3
日上午開賽，比賽地點為華東地區最
大的漢代風格建築——三國新城遺址
公園金湯虎台，賽程為期兩天。來自
中日韓三國的 16 位圍棋高手將在此
一決高下，其中包括羋昱廷、于之
瑩、趙漢乘等7位世界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