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傷疲盡起 誓擒飛馬當二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港超聯）今

日煞科，不過最後一個比賽日仍是好戲連場，力爭季尾「過三關」的

和富大埔將於下午2時30分假大埔運動場迎戰香港飛馬，大埔有機會

爭奪盃賽「雙冠」及聯賽次席，硬撼飛馬爭奪「二哥」寶座將是這支

地區球隊的首關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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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澄瞄準冠軍錦標陳芷澄瞄準冠軍錦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鑽石聯賽上海站 蘇炳添遺憾失金

短訊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今日賽程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今日賽程
開賽時間 賽事 比賽場館 門票

14:30 冠忠南區 VS 東方龍獅 香港仔運動場 $80、$30

14:30 和富大埔 VS 香港飛馬 大埔運動場 $80、$30

14:30 標準流浪 VS 夢想FC 深水埗運動場 $80、$30

14:30 理 文 VS R&F富力 將軍澳運動場 $80、$30

14:30 傑 志 VS 陽光元朗 旺角大球場 $150、$50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積分榜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積分榜
排行 球隊 賽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得失球 積分

1 傑志 17 15 2 0 65 12 53 47

2 香港飛馬 17 10 4 3 36 24 12 34

3 和富大埔 17 10 4 3 34 20 14 34

4 東方龍獅 17 9 1 7 32 22 10 28

5 冠忠南區 17 7 2 8 25 25 0 23

6 陽光元朗 17 6 5 6 21 28 -7 23

7 R&F富力 17 6 1 10 23 34 -11 19

8 理文 17 4 3 10 21 32 -11 15

9 夢想FC 17 4 2 11 17 39 -22 14

10 標準流浪 17 1 2 14 11 49 -38 5

和富大埔進入今季最後直路愈戰
愈勇，近六仗更取得全勝佳

績，目前與飛馬同得34分的大埔在
得失球落後下，今場必須全取3分才
可進佔次席，以鎖定下季亞協盃資
格。傷疲盡起的大埔，前線的伊高
沙托尼及黃威均狀態大勇，連同迪
亞高及復出的謝家強，中前場人腳
正處於今季最完整的狀態。
主帥李志堅亦對球隊信心十足：

「我們目標很清晰，就是要在最後
三場賽事取得全勝，球員在今季成
熟了很多，比起比賽壓力我們更多
是期待比賽來臨。」主席蔡尚圻亦
已表明大埔來季會加大投資以及繼
續與李志堅合作，軍心穩定下球隊
可以更放心迎戰。
至於香港飛馬近三場均未能敲響

勝鼓，不過陣中查維斯及利馬等均
是港超不可多得的出色外援，有力
對近況稍勝的大埔造成威脅。主帥

楊正光表示聯賽第二位是球隊唯一
目標，今場定會拚盡全力保住次
席：「非勝不可的大埔相信會採取
主動，對擅長防守反擊的我們有
利，球隊今季付出很多努力，不想
空手而回，今場是我們證明實力的
機會。」

科蘭告別戰 傑志力爭不敗
至於另一場煞科焦點戰將於旺角

大球場上演，傑志如能在陽光元朗
身上保持不失，即可以全季不敗的
姿態成為今季港超冠軍，加上烏拉
圭球星科蘭將最後一次披起傑志球
衣上陣，令今仗更添話題性。此外
盛傳下季散班的元朗去向亦值得關
注。
另外今午同樣時間尚有兩場賽事

舉行，理文將於將軍澳運動場對
R&F富力，而標準流浪則於深水埗
運動場對夢想FC。

國羽攬澳洲賽男單決賽權
澳洲羽毛球超級300賽昨結束各項準決
賽，香港女單「一姐」張雁宜及男單新星
李卓耀相繼敗於國羽拍下，無緣決賽。其
中，女單3號種子張雁宜以19：21、11：
21不敵國羽新秀蔡炎炎，4強止步；而李
卓耀則以14：21、15：21負國羽球手周澤
奇（見圖），無緣決賽。此外，另一國羽新秀陸光祖以12：21、
21：19、21：15挫隊友趙俊鵬，殺入決賽，致使國羽提前鎖定男
單冠軍（有線601及661台今上午11時起直播決賽）。至於各
項雙打賽事，國羽則全軍覆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女排全家福 曾春蕾缺席
正在北侖備戰世界女排國家聯賽的中國女排，日前

拍了一張全家福（見圖）。可是，在這張集體照中卻
不見曾春蕾的身影。據內地傳媒報道，曾春蕾回北京
處理私事，而對於曾春蕾的私事也有多種傳說，其中
一種是指她有可能與日本俱樂部簽約，再啟留洋之
旅。至於結束歐聯比賽的朱婷，則馬不停蹄，趕抵寧
波與中國女排會合，她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
「見到郎導（郎平）感覺很踏實」，她還開心地說：
「7個月沒見面，一點陌生感都沒有，特別親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陳芷澄今衝冠
盼送母親節日大禮 前陣子在報章見到一篇有關

黃金寶從教練轉到港協奧委會
工作的一些感受分享，心裡不
期然地感到欣慰，因為認識阿
寶多年，雖然平日很少接觸，
但對他的印象很深。
在我1998年加入體院工作

前已經在一次拍攝反吸煙的宣傳片認識阿寶。在
加入體院後，見他的機會也增加了，當時由沈金
康帶領的單車隊，在體院仍屬二級資助項目，所
以資源不多，因此運動員的人數很少，但卻願意
投入全職訓練，阿寶也成為隊中的老大哥，往往
也是最勤力練習和參加比賽的一位。
1998年加入體院後，我也前往當年在曼谷舉行的

亞運會，在阿寶出戰200公里個人公路賽那天，便
和沈金康一起前往比賽地點，為了不打擾他們的準
備，我一直留守在終點線旁，耐心等待阿寶衝線，
而當年的傳媒轉播和報道都很落後，在終點站也不
能透過轉播看到比賽的情況，只能聽到一段段有關
賽事形勢的口述廣播，在接近終點約10公里，聽
到阿寶在前領車群，心情既緊張、又興奮，最後，
知道阿寶和日本車手在終點前幾公里相當接近，立
即跑到終點線旁等待看阿寶衝線，近距離見到他在
終點線前爆贏日本車手衝線，取得他在亞運的首面
金牌，那真的太興奮了，而這面金牌也奠定了阿寶
在亞洲單車壇的地位。
最近在兩三個場合見到阿寶，他仍然是那麼謙虛

和低調，從事運動員和教練多年，要離開這熟悉的
崗位肯定不容易，尤其是阿寶多年來投入訓練，在
讀書和學業上錯過了一段重要的時間，但我相信以
他好學和鍥而不捨的精神，很快便可以學到工作上
需要具備的知識和經驗。所以，我對阿寶轉型有信
心。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 鍾伯光

鍾伯光
專欄

喜見阿寶轉型

■何雁詩以超標準桿11桿排
99名，無緣決賽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高爾夫
「美少女」陳芷澄（Tiffany），希望藉主場之
利及幸福女神的眷顧，今日重奪「盈豐香港女
子高爾夫球公開賽」冠軍獎盃，為媽咪送上最
佳的母親節禮物。
昨日Tiffany總成績低標準6桿與中國黎佳

韵並列第3。兩名中華台北球手李欣（-9桿）
及陳思涵（-8桿）分據前兩位。
昨晨，位居第7的陳芷澄在第9洞抓「老
鷹」，再於第10洞捉「小鳥」，排名立即跳升
至第一位，18個洞後以低標桿6桿躋身三甲。
「明天（見報今日）決賽將繼續維持今天

（見報昨天）的打法，以100％的集中力，希
望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在家人和球迷打氣

下重奪失落一屆的冠軍獎盃。」賽後被問到
奪冠機會，陳芷澄表示：「不管能不能重奪
冠軍，我和何雁詩兩家人，近6年能在香港度
過母親節十分慶幸。」
她補充今年心態成熟，和去年急於求成不
同。「今天第9洞後太陽下沒有擔傘影響了穩
定性，今天會多打傘遮陽。只要打出70％的水
準加上30％的運氣，就有望再奪冠軍！」她更
點名讚揚位居99位、只有14歲的陳婥兒，稱
陳婥兒昨日的表現已超越10年前同齡女球手的
水平，可見香港新生代高球手水準已提升。
藝人何雁詩以超標準桿11桿排99名，無
緣今日決賽圈。不過，她對參加8月的印尼
亞運會仍抱有希望。

■■大埔大埔（（綠衫綠衫））在上在上
季港超聯曾以季港超聯曾以55：：11
大勝飛馬大勝飛馬。。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謝家強謝家強（（右右））
復出復出，，令大埔如令大埔如
虎添翼虎添翼。。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飛馬強援查維斯飛馬強援查維斯
（（中中））全季表現突全季表現突
出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2018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上海站
比賽在昨晚展開，去年拿下年度鑽石大
獎的鞏立姣成功在女子鉛球項目衛冕；
而備受注目的百米飛人大戰，中國飛人
蘇炳添以0.01秒不敵英國選手普雷斯科
德遺憾失金。
衛冕冠軍鞏立姣昨晚第一投就投出了

19米27的成績，第二投更是將成績刷新
為19米99，第三投19米87的成績同樣

不俗。隨後的第四、第五投雖然犯規，
但其成績早已遠遠甩開其他選手，提前
鎖定了冠軍。不過，鞏立姣似乎想要再
搏一搏，於是最後一投中拿到19米85的
成績，如此一來，這位賽前笑言要用自
己的重量來展現中國力量的姑娘，以當
晚最佳的三個成績，包攬了今年女子鉛
球的世界前三成績，冠軍之位實至名
歸。
而在當晚進行的男子100米比賽，雖然

遭遇了兩屆世錦賽男子100米冠軍加杜
連，被譽為「保特接班人」的加拿大神
奇小子德格拉斯，去年衝出9.98秒黃種
人新紀錄的日本飛人桐生祥秀，但中國
選手蘇炳添和謝震業仍頂住壓力。當蘇
炳添以10.05秒成績衝過終點線時，現場
觀眾均以為他成功衛冕，但根據慢鏡頭
回放，英國選手普雷斯科德以0.01秒的
優勢，爆冷奪冠。兩位中國選手分列
二、三。

■■蘇炳添蘇炳添（（中中））以以00..0101秒秒
之差屈居亞軍之差屈居亞軍。。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