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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音險勝韓國球手
YOO Eunchong。
Eun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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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凱琹壓力下
表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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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

香港女子乒乓隊於「2018 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打出好成績！由李皓
晴、杜凱琹及蘇慧音領軍的港隊，於本港時間周二凌晨的分組賽再贏德國，
因此她們雖於昨午以 1：3 不敵韓國，但仍能成功出線之後 16 強淘汰賽。至
於由黃鎮廷、何鈞傑及林兆恒坐鎮的男子隊，則於周二凌晨勇挫埃及，令港
隊在分組賽暫以 2 勝 1 負成績，屈居德國及東道主瑞典之後留守第 3 位。

早前連勝泰國及巴西的香港
女子乒乓隊，在本港時間

■黃鎮廷在對埃及一役為
港隊拔頭籌。
港隊拔頭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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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凌晨出戰對德國隊的第 3 場
分組賽，結果首先登場的李皓晴
雖以局數 0：3 不敵 Petrissa Solja，但之後出場的杜凱琹及蘇慧
音，分別以局數 3：0 及 3：1 勝
出，助港隊反超前 2：1。到第 4
戰，港隊派出杜凱琹對戰 Petrissa Solja，結果杜凱琹在先輸一局
下，再以 3：1 反勝對手，令港隊
以場數3：1獲勝。
賽後，港隊教練李靜如此評
價三名球員：李皓晴仍需努
力；杜凱琹則在壓力下，有上

佳表現；至於蘇慧音，則漸入
佳境。

分組賽3勝1負次名出線
在首 3 戰全勝的情況之下，港
隊雖然於昨日下午進行的第 4 輪
分組賽，以 1：3 不敵同樣於之前
保持全勝的韓國隊，但仍確保躋
身16強淘汰賽資格。港隊最後一
場小組賽對盧森堡。
另一方面，在早前得 1 勝 1 負
成績的香港男子乒乓隊，則於本
港時間周二凌晨勝出對埃及的第
3 輪賽事。值得注意的是，黃鎮
廷、何鈞傑及林兆恒，均以直落

3 局橫掃對手。而在本港時間周
三凌晨才出戰最後一輪對德國的
港隊，暫以 2 勝 1 負成績排第 3
位，僅次於全勝的德國及對賽成
績較好的瑞典。
由於 4 個小組每組首名直接晉
級 8 強，次名及第 3 名需進行 16
強淘汰賽爭出線，故男隊面對德
國之戰絕對是出線重要關鍵。對
此，黃鎮廷明言會是一場硬仗：
「未知對方排陣，有波爾和奧查
洛夫都不好打，而且他們更有一
個削球手，要贏他們需要一點運
氣加超水平發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當地時間 1 日在瑞典哈
爾姆斯塔德結束全部小組賽的較量。中國女隊
（國乒女隊）以 3：1 輕取新加坡，以四戰全勝
姿態躋身 8 強。中國男隊方面，同樣保持不敗。
不過，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男隊於 30日則以 1：
3 不敵實力中庸的英格蘭隊，遭遇本屆世乒賽開
賽以來的最大冷門。
中國男乒在 30 日分別以 3：0 擊敗捷克隊和巴
西隊，其中在當天上午對捷克隊的比賽中，樊振
東、許昕分以3：0勝出，最後一個為國乒披甲的
林高遠迎戰康內克尼。林高遠前兩局以 11：8、
11：5輕鬆獲勝，但第三局被對手以11：9扳回一
局，幸在第四局林高遠連續得分，以 11：4、總
比分3：1戰勝對手，助國乒男隊以3：0完勝。
賽後，林高遠表示：「團體賽採取 5 局 3 勝
制，每個人的比分對最終結果都至關重要，所
以團體賽壓力更大。第三局時，對方搏殺激
烈，自己開局不佳且關鍵球沒處理好，所以失
分了。好在第四局及時調整，贏下了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乒全勝 日本爆冷負英格蘭

李皓晴 杜凱琹 蘇慧音領軍

■日本的水谷隼以
2： 3 負 於 英 格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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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馬逼和元朗 月中與大埔爭亞席

■飛馬射手查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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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陽
光元朗在主場進行的中銀人壽香港
超級聯賽對香港飛馬的比賽中，兩
度領先下遭飛馬逼和 3：3；而較早
前進行的另一場港超聯，東方龍獅
面對已肯定降班的標準流浪，大開
殺戒以5：0大炒對手。
元朗在物色新贊助不樂觀下，昨
役彌漫着散班氣氛。祖連奴上下半
場獨取兩球領先 2：0。67 分鐘方柏
倫禁區外窩利冷箭，以 1：2 為飛馬
破蛋。
73 分鐘法比奧接應角球前柱鏟成
入 3：1，再為元朗帶來勝利希望。
可是1分鐘後元朗球員禁區犯手球，

足協天價邀歐洲金哨執法中超
近年，中超燒錢不僅吸引了諸多世界級球
星加盟，還邀得世界名哨紛紛來華執法，例
如著名的土耳其主裁卡基爾。
據內地傳媒消息，歐洲足協旗下的著名裁
判卡基爾下賽季將會執法中超。而為了吸引
這位「歐洲金哨」的加盟，中國足協開出
「天文數字」的報價。
現年41歲的卡基爾是目前歐洲足壇最優秀的
裁判之一，他已在國際足壇執法 12 年之久，
2010年他正式成為歐洲足協欽點的精英裁判。
本賽季，卡基爾已被歐洲足協委以重任執
法了包括歐聯淘汰賽車路士 1：1 和巴塞、祖
雲達斯0：3負皇馬等在內的五場焦點大戰。
另外，中超球隊山東魯能昨在官網闢謠：
「驚悉網友要給雲加先生辦個轉會，小編是

不是得給您準備個接風宴？不過怕教授不一
定喜歡擼串，濟南還是不請了！因為我們泰
山隊有自己的『李教授（李霄鵬）』，堅決
支持魯能版『雲加』，妥妥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利馬主射 12 碼得手又追近 2：3；其
後飛馬換入「陳七」陳肇麒與查維
斯雙高塔攻堅，完場前1分鐘竟然由
個子最矮的利馬頂入梅開二度，以
3：3逼和元朗。
此役之後，飛馬與大埔同積 34
分，對聯賽榜眼席位的爭奪更見白
熱化。賽後陳肇麒稱：「兩隊將於
本月 13 日為爭奪聯賽亞軍而決戰，
飛馬和波也可拿得超聯亞軍。不過
要出戰亞協盃，還要看傑志能否奪
足總盃。」

東方教練團赴歐揀蟀
另一場港超聯，東方大炒流浪，

觀眾席上總監梁守志
首度開腔透露下屆組軍已
展開七七八八。他直言：
「有關撬本地球員的問題，限
於對方尚有合約不方便透露。不過
包括行政經理司徒文俊、前教練
『牛丸』陳婉婷及助教黃鎮宇在內
的教練團，則已赴歐洲揀蟀，涉及
的國家有葡萄牙、英格蘭及西班牙
的外援。」
昨午東方龍獅上半場由基頓、羅港
威的入球，以2：0領先。下半場調入
李威廉、般盧、林學曦加強攻力，洛
迪古斯、勞高、井川祐輔各入一球成
5：0。

丁俊暉成世錦賽頭號奪冠大熱
中國「一哥」丁俊暉（下圖）日前在謝菲爾
德進行的世界桌球錦標賽以 13：4 淘汰麥克吉
爾闖入 8 強後，來自蘇格蘭的對手賽後感嘆，
丁俊暉簡直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自己寧願作
為一名前排的觀眾來欣賞他的比賽。這是丁俊
暉連續第四年闖入世錦賽 8 強，由於衛冕冠軍
沙比和五屆冠軍奧蘇利雲都已出局，令他被博
彩公司列為奪冠的頭號熱門。
■新華社

與 駱 駝 賽 跑
2018 敦煌雙遺國際馬拉松賽昨在甘肅省敦煌市鳴沙山下鳴槍開
跑，除中國外還有來自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近
萬名選手參賽。圖為一名參賽選手在比賽中。
■新華社

■卡基爾將受中國
足協邀請下季執法
中超。
中超
。 資料圖片

國籃58球員集結 備戰世外賽
隨着 CBA 聯賽正式落下帷幕，中國男籃紅
隊及藍隊共 58 名球員開啟新一輪集訓。按照
男籃未來的比賽計劃，5 月 30 日和 6 月 1 日藍
隊將與伊朗進行兩場友誼賽。6 月 8 日、10 日
和 12 日紅隊將與澳洲 NBL 聯隊進行三場友誼
賽。6 月 28 日、7 月 1 日，紅隊將進行男籃世
外賽第三階段的比賽；而 9 月 13 日及 9 月 17
日，藍隊則進行世外賽第四階段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家棍網球隊自掏腰包來港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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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棍網球公開賽 2018」昨假京士柏運動
場繼續進行。國家女子隊以 3：15 慘敗
於衛冕的香港A隊，無緣錦標。
棍網球運動在中國內地只有 11 年發
展歷史，今次來港參賽的這支國家
隊，均由業餘愛好者自發組成，隊中

成員以上海隊為骨幹，另再招入個別
精英。去年的世界錦標賽，國家隊需
以網上籌款籌組經費，而今次來港比
賽，都要向公司或大學請假及自掏腰
包才能成行。
目前上海市棍網球人口不足 700 人。
而這一深受女學生歡迎的運動卻存在斷

層，12 至 18 歲苦無球員，連組建一支
國家隊也困難；但11歲以下的青訓工作
已打下很好的基礎，料假以時日，必有
一番作為。
國家隊昨日對香港 A 隊，港隊憑許嘉
希及塩谷衣子各入 4 球，以 15：3 輕取
國家隊成功蟬聯冠軍。

競走女王王麗萍跑半馬摘亞
2018 紅色涉縣國際馬拉松 30 日鳴槍起跑。
來自中國、肯尼亞、愛爾蘭等八個國家和地區
的 7 千餘名選手展開角逐。最終肯尼亞選手基
貝特．派亞齊和洛倫斯分別獲得男女全程冠
軍。中國選手賈波和葛香紅分獲男女半程冠
軍。而悉尼奧運會女子 20 公里競走冠軍王麗
萍以1小時42分12秒奪得了女子半程亞軍。
■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