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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遭中華台北球手王子維淘汰

■ 林 丹 第 11 次
參加亞羽賽，
參加亞羽賽
，不
料遭遇重大挫
敗。
新華社

亞洲羽毛球錦標賽（亞羽賽）昨在武漢誔生各項目 8 強。
作為東道主的男單主力，林丹在前晚的首圈比賽以 1：2 不敵中華
台北球手王子維意外出局，這亦是「超級丹」今個賽季第三度首
輪止步，令人擔心這名 35 歲的老將能否在下月舉行的湯姆斯盃中
及時重振雄風。香港球手方面，共有 3 人／對晉級，包括男單的伍
家朗、女單的張雁宜及混雙的鄧俊文／謝影雪。

個賽季林丹尚未有冠軍到手，1 月在印
今尼及馬來西亞大師賽均首圈止步，早前

的全英賽亦不敵國家隊隊友石宇奇屈居亞
軍。來到武漢舉行的亞羽賽，林丹希望可以
藉主場之利找回狀態，早早跟隨國家隊來到
武漢備戰。前晚首圈面對中華台北球手王子
維，論往績林丹以 2 勝 1 負稍稍佔優，而他
開局亦非常順利，以 21：15 先拔頭籌。不過
之後的比賽成為王子維的表演舞台，世界排
名第 11 的王子維把握林丹多次失誤以 21：9
扳回一城；而決勝局，林丹再難阻擋氣勢如
虹的對手，以 16：21 再輸一局首圈止步。
曾四奪亞羽賽王者寶座的林丹坦言對首輪落

敗感到失望：「我發揮得不算好，首局還不
錯，但次局的連續失分影響了狀態，第三局則
想法太多，未能全力發揮，我今次準備得比較
充分，這明顯不是我想要的結果。」
距離湯姆斯盃世界羽毛球男子團體賽尚有不
足一個月時間，今次失利亦打亂了林丹的訓練
部署，這名老將將改變計劃，決定參加 5 月 1
日開打的新西蘭公開賽，希望藉實戰找回比賽
手感及恢復狀態。
而淘汰林丹的王子維，昨日在 16 強賽面對
印度球手 Prannoy H.S 時卻不復前晚之勇，在
21：16 先下一城後，以 14：21、12：21 被對
手連扳兩局，無緣8強。

港隊打入三項八強
香港球手方面，港羽「一哥」伍家朗苦戰 64
分鐘，以21：19、12：21、21：15力挫印尼球
手基斯迪躋身 8 強，今日將與唯一晉級的國羽
「一哥」諶龍爭奪準決賽權。另外，港女單球
手張雁宜也以21：18、21：12淘汰越南的武氏
莊，今與國羽小花陳雨菲爭奪4強席位。
昨日報捷還有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他
們以 22：20、21：12 力克泰國組合，打入 8
強，今硬拚國羽名將鄭思維／黃雅瓊。（有
線601、661台今日17時起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李宗偉：11分制有助延長職業生涯
正在武漢舉行的亞洲羽毛球錦標賽
上，馬來西亞名將李宗偉昨以 16：21、
21：9、21：11 戰勝印尼小將真庭晉級
男單 8 強。他在前一晚接受內地傳媒訪
問時表示，雖不敢保證能打到 2020 年東
京奧運會，但如果世界羽聯推行 11 分
制，將有助於延長他的職業生涯。
「很多人都想讓我堅持到 2020 年，但
自己不敢擔保，我已經 36 歲了，打一場
少一場，就打到自己想喊停的時候
吧。」 李宗偉說，現在在比賽中不會想
太多，就希望別受傷，保持最好狀態一
點點打。
提及今年羽壇的各類大賽，李宗偉說

■鄧俊文
鄧俊文（
（左）／謝影雪
在混雙比賽順利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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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較關注的還是四年一次的比賽，
「因為四年後的比賽我可能就打不了
了，現在渴望的是亞運會冠軍」。
在李宗偉看來，世界羽聯計劃推行的
五局三勝 11 分制賽制改革，對不同打法
的選手可能影響不同，「打進攻的可能
更有利，拉開拉吊打法的可能就不太
好 ， 改 成 11 分 的 話 ， 我 就 要 增 加 進
攻」。
對於這項改革是否會延長其職業生
涯，李宗偉給予肯定答覆。他解釋說，
11 分制會讓比賽時間縮短，「我之前嘗
試過這種賽制，比賽心態很重要，就看
誰先調整好狀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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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港將香港高球公開賽爭芳鬥艷
總獎金 15 萬美元（約 117
萬港元）的盈豐香港女子高
爾夫球公開賽將於下月 11 日
至 13 日在粉嶺香港高爾夫球
會舉行。在 120 位參賽球手
陣容中，將有七位本地精
英，包括業餘球手陳婥兒、
張穎怡、梁稀嵐、李沅玥和
Gabbie Desombre， 她 們 將
聯同早前已宣佈參賽的職業
巡迴賽（LPGA）新星陳芷
澄和 2018 香港女子業餘錦標
賽冠軍何雁詩一同角逐殊
榮。
被視為香港女子高爾夫界
明日之星的陳婥兒，年僅 14

歲，但她已在全球不同國際
性賽事中累積了豐富經驗。
年初，她與許龍一組隊參加
亞太青少年高爾夫球錦標
賽，獲得團體組別並列第 8
名。
就讀於香港英皇佐治五世
學校的陳婥兒是第 33 屆孟加
拉業餘高爾夫球錦標賽冠軍
隊中的關鍵成員。去年，她
更在廣東舉行的匯豐中國青
少年高爾夫球公開賽 13-14
歲女子組別中獲得亞軍。
2016 年，只有 12 歲的她出
戰美國的 IMG 青少年世界高
爾夫球錦標賽，於 11-12 歲

女子組別中獲得第四名佳
績。
陳婥兒已是第三次參加盈
豐香港女子高爾夫球公開
賽，她說：「我很高興再次
參加香港公開賽。這是本港
最大型的女子賽，加上大家
源源不絕的支持，給予我們
不少動力。隨着陳芷澄成功
打入 LPGA 舞台，她的參與
將帶來更多球迷和更激烈的
競爭，相信會將賽事推上另
一層次。而這一賽事也是自
我審查的最佳舞台，我很期
待這個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極限三鐵賽周日上山下海
Red Bull 3 Peaks 極限三鐵賽將於星期日舉
行。參賽隊伍包括 5 支來自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及 香港遊艇會的本地隊伍以及 2 支
新加坡隊伍。這項以邊架艇獨木舟（outrigger
canoe）為主的賽事，每支參賽隊伍共有 6 名
成員，他們將會在香港遊艇會的熨波洲會所為
起點，透過游泳、划獨木舟（24公里）及越野
跑（12公里），最終在石澳後灘衝線。比賽是
對各隊團隊合作、速度、戰術以及耐力的一大
考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極限三鐵賽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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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昊桐戰中國賽 盼延續好狀態
第 24 屆 沃 爾 沃 中 國 公 開 賽 （Volvo
China Open）昨在北京懷柔通盈-雁棲湖
高爾夫俱樂部開桿。現在世界排名第 44
位的中國頭號高爾夫球員李昊桐（左
圖），希望能有一個上佳表現。
現年22歲的李昊桐，曾在2016年贏得
這一公開賽，成為繼程軍、張連偉、吳
阿順之後第四位贏得這項賽事的中國內

短訊

地選手。同時，憑借這個勝利，他獲得
了歐巡賽的參賽卡，得以從美國韋伯網
巡迴賽轉戰歐巡賽。
今年年初，李昊桐擊敗麥爾萊贏得
迪拜沙漠精英賽冠軍，之後又在美國
大師賽成功晉級決賽圈，成為首位在
這場大滿貫獲得晉級的中國職業球
員。對此，李昊桐表示比起以往，今

年的球感來得更早。他希望自己能夠
延續好的狀態，在今年的中國公開賽
有一個好的表現，爭取把獎盃留在中
國！
此外，李昊桐還邀請自己青少年時期
的好朋友、職業球員劉宇翔為他擔任球
童。李昊桐表示：希望兩個人能更好地
配合，大家都多賺一些錢！

穗下月舉辦全國登山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2018 全國群眾登山健身大會「香港賽馬會
盃」廣州從化站，將於下月 5 日舉行。本屆登
山大會，香港賽馬會首次贊助支持。主辦方表
示，希望借助從化豐富的自然條件，打造立足
廣州，輻射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型登山系列品
牌，吸引更多三地居民共同參與。體驗組線路
總長約 6 公里，地勢較為平緩。挑戰組線路總
長約 12 公里，沿途有田野小道、茂密樹林及
陡峭山坡，適合具備較強耐力與堅韌毅力的登
山愛好者。

足協盃爆大冷 中乙球隊反勝申花
■上海上港憑武磊
（右）的入球以
1： 0 小 勝 陝 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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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水
。 新華社

2018 年足協盃第四輪 25 日晚爆出大
冷門，衛冕冠軍、中超老牌勁旅上海
申花在兩球領先的大好局勢下，被坐
鎮如皋主場的中乙球隊南通支雲連扳
三球淘汰出局。而中超領頭羊上海上
港則憑藉武磊的進球以 1：0 小勝中乙
球隊陝西大秦之水，晉級16強。
在周日的中超聯賽中，申花以 1：5

慘敗於江蘇蘇寧腳下。周三的足協
盃，面對中乙球隊南通支雲，雖然按
照足協盃規則，只能以全華班出戰，
但申花在客場僅用 10 分鐘就取得夢幻
開局，利用反擊由高迪頭球破門。31
分鐘張璐為申花贏得12碼，王贇 一蹴
而就，申花2：0領先上半場。
易邊再戰，南通支雲展開絕地反

擊，56 分鐘季俊的頭球砸在艾迪身上
反彈入網。5分鐘後，上港舊將朱崢嶸
開出任意球，胡明頭球扳平比分。85
分鐘朱崢嶸一記直傳穿透申花防線，
任興隆下底倒三角傳至小禁區前沿，
無人盯防的季俊輕鬆推射得手。
南通支雲與另一支中乙球隊四川九
牛爭奪8強席位。
■新華社

■全國群眾登山健身大會從化站下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