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世界太極拳錦標賽」上月28日在保加利亞布爾加斯拉開帷幕，是
次賽事共吸引來自36個國家或地區的太極拳高手參與角逐。經過4日拚搏奮
戰，香港武術代表隊表現突出，為香港取得11金7銀5銅及16個一等獎、5個
二等獎、2個三等獎之佳績，獎牌得主如下：

譚嘉宜 女A組 42式太極劍 銀牌
第3套太極拳 銅牌
32式太極劍 銅牌

薩百朗 男子B組 第3套太極劍 銀牌
42式太極劍 銅牌
孫式太極拳 銅牌

庄家泓 男子B組 吳式太極拳(45式) 金牌
新陳式太極拳 銀牌
陳式太極拳(56式) 銀牌

楊頌熹 男子B組 楊式太極拳(40式) 金牌
新楊式太極拳 金牌

許得恩 男子B組 新楊式太極劍 金牌
新陳式太極劍 金牌
自選太極劍 銅牌

莫宛螢 女子B組 新楊式太極劍 金牌
新陳式太極劍 金牌
自選太極拳 銀牌

陳穗津 女B組 孫式太極拳(73式) 金牌
42式太極劍 金牌
新陳式太極拳 銀牌

楊千締 女B組 第3套太極劍 金牌
新楊式太極拳 金牌
陳式太極拳(56式) 銀牌

■■上港球員武磊暫以上港球員武磊暫以2121
球領先射手榜球領先射手榜。。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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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瑩替補成奇兵 中國女排三連勝
正在日本進行的世界女排錦

標賽（女排世錦賽）昨結束B組
第3個比賽日的較量，中國女排
以3：0戰勝加拿大隊，取得三
連勝登排名榜榜首。
相對土耳其一役，中國隊昨
晚作出調整，主攻劉曉彤取代
張常寧，自由人林莉替換王夢
潔，其他首發隊員為：主攻朱
婷，副攻顏妮、袁心玥，接應
龔翔宇及二傳丁霞。
中加兩隊首局爭奪激烈，加

拿大一度以21：20領先。關鍵
時刻，中國隊主帥郎平請求暫
停，隨後依靠朱婷一攻追平，
並在朱婷發球時，連續攔網，
令中國女排連得5分，以25：21
有驚無險贏下首局。
次局，中國隊一度領先3分，

但被加拿大連得4分反超。隨後
郎平用李盈瑩換下劉曉彤，這
一換人收到奇效，李盈瑩先是
一攻，隨後在自己的發球輪連
得6分，幫助中國女排從16：18

落後，反超至22：18，最終中
國隊以25：21再下一城。第三
局，中國隊勢如破竹，25：13
再贏，以總局數3：0獲勝。
全場比賽，朱婷拿下全隊最
高的14分，袁心玥與龔翔宇也
分別貢獻10分和9分，劉曉彤
與顏妮各得7分，替補上陣的李
盈瑩表現搶眼獨得6分。
中國隊今晚18時20分迎戰保

加利亞隊（有線601及661台直
播）。■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學生軍」征戰中乙賽場？以河
海大學校隊為班底組建的南京沙葉
隊正在朝着這一方向前進。日前出
爐的2018中冠聯賽總決賽8強，他
們便是其中一員。
2015年註冊成立的南京沙葉足球
俱樂部是連續第三年打業餘聯賽
（今年更名為中冠）。剛剛打進中
冠8強的這支球隊，是以河海大學
校隊為班底組建的，除了幾名畢了

業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在校學
生。河海大學是全國傳統足球強
校，沙葉與河海的聯合，一方面使
沙葉有了一批「即戰力」，同時也
給河海大學的這些大學生們提供了
另一條出路。今年3月，沙葉還與
河海大學簽訂校企合作框架協議，
力圖建立持續而穩固的合作關係，
實現學校企業全面發展共贏的局
面。

由於下賽季中乙擴軍，本賽季中
冠有6個升級名額，這也意味着8
強戰的勝者就將鎖定一個中乙准入
名額，而落敗的一方同樣有機會爭
取剩餘的兩個名額。本月7日的中
冠8強戰首回合，沙葉將在主場迎
來和泰州遠大隊的「江蘇打吡」。
這也意味着江蘇至少將有一支球隊
能獲得下賽季中乙資格。

■新華社

20182018年中超積分榜年中超積分榜
排名 球隊 勝 平 負 淨勝球 積分

1 上海上港 17 4 3 36 55

2 廣州恒大 16 3 5 34 51

3 北京國安 13 6 5 17 45

4 山東魯能 13 6 5 14 45

5 江蘇蘇寧 10 8 6 10 38

6 華夏幸福 8 8 8 0 32

7 北京人和 7 9 8 -7 30

8 上海申花 8 6 10 -8 30

9 廣州富力 8 5 11 -6 29

10 長春亞泰 8 5 11 -6 29

11 大連一方 8 5 11 -17 29

12 天津泰達 7 6 11 -7 27

13 天津權健 7 6 11 -11 27

14 重慶斯威 6 6 12 -7 24

15 河南建業 6 4 14 -20 22

16 貴州恒豐 5 3 16 -22 18

鄭賽賽負史堤芬絲 中網出局
本年度WTA最後一個皇冠級賽事──中國網球公開
賽昨繼續在北京網球中心進行女單次輪角逐。持外卡參
賽的中國金花鄭賽賽連丟兩盤，以1：6、3：6的比數
完敗在去年美網冠軍、今年法網亞軍史堤芬絲拍下，無
緣16強。史堤芬絲三年來首次在亞洲賽季拿到連勝，
她將在第三輪對陣斯洛伐克球手施寶高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亞泰盃青少年足賽國慶開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

冶 長春報道）十一國慶假
期，中國足球青訓圈迎來
重磅事件：昨日，「亞泰
盃」青少年足球邀請賽在
吉林省長春亞泰足球俱樂
部淨月基地拉開戰幕（見
圖）。未來五天內，東北
和華北地區的20支參賽球
隊將對U10和U11兩個組
別的冠軍獎盃發起衝擊。
長春亞泰足球俱樂部青

訓總監高敬剛表示：「『亞泰盃』是俱樂部傾力打造
的一項具有品牌影響力的傳統足球賽事。首屆只設置
了U11和U10兩個組別，但未來還會有更多的組別，
讓更多的青少年球員得到盃賽的歷練。」

太極拳世錦賽 港隊奪11金7銀5銅

短 訊

■■香港武術隊於第三屆世界太極拳錦標賽戰績卓越香港武術隊於第三屆世界太極拳錦標賽戰績卓越。。

南京「學生軍」有望躋身中乙

目前在積分榜上，上海上港以55分高居
榜首，領先51分的恒大4分，而同積

45分的北京國安及山東魯能，基本上已經
退出了冠軍的爭奪，因此冠軍爭奪只剩下上
港和恒大的「二人轉」。6輪追4分，對於
衛冕冠軍恒大來說確實難度極大，但也並非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首先，第28輪恒大將在主場迎戰上港，
如能擊敗對手，恒大將直接縮小3分的差
距，一旦其他比賽上港有所閃失，恒大便可
趁機迎頭趕上。

最後六輪 滬穗各有優劣
其次，在其他五場比賽中，恒大將分別
面對河北華夏幸福、北京人和、貴州恒豐、
重慶斯威和天津泰達，而上港的對手是貴州
恒豐、江蘇蘇寧、山東魯能、北京人和及天
津權健，上港賽程的難度比恒大稍大。
不過，國家隊抽調對恒大和上港的影響都

不小，但由於恒大年齡結構偏大，在賽季臨
近結束，球員的疲勞積累恐怕要大於上港。
雖然恒大仍有機會衝擊「八連冠」，但
爭冠的主動權無疑仍然掌握在上港手中，他
們並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要做的其實很
簡單，就是自己少犯錯誤。
相比較為明朗的爭冠形勢，保級區可謂

一片混沌。特別是剛剛結束的第24輪，積
分榜後三位的球隊全部取勝，讓形勢更加撲
朔迷離。
積分榜第7位的北京人和僅僅領先積分榜

末位的貴州恒豐12分，這12分的跨度聚集
了10支球隊，都還沒有「上岸」。

恒豐強敵如雲 命懸一線
當然，目前排名末位的貴州恒豐依然是

降級最大熱門，未來六場比賽他們不僅將面
對上港、恒大這兩個爭冠球隊，還將面對大
連、建業、重慶等保級直接對手，可謂命懸
一線。
另外一個降級名額歸屬形勢則很不明

朗，倒數第二的建業積22分，僅僅落後倒
數第三的重慶2分，甚至泰達和權健兩個津
門「難兄難弟」，也只領先建業5分而已。
另外一個降級球隊大概應從上述四隊產生。
天津權健在輸給重慶斯威後，已經遭遇

三連敗，他們接下來的賽程極為艱險，要面
對魯能、申花、富力、國安、亞泰和上港。
這支代表中超闖入亞冠八強的球隊，正在面
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目前來看，2018年的中超爭冠與保級的

懸念，有可能保留到最後一刻才能揭曉。
■新華社

中超聯賽（中國足協超級聯賽）10．1國慶節

前結束24輪的爭奪，也就是說本季中超已完成了

80％的賽程，但爭冠和保級形勢仍然充滿懸念。

■■在中超第在中超第2424輪比賽輪比賽，，恒豐恒豐（（白衫白衫））主場力挫天津泰達主場力挫天津泰達。。 新華社新華社

■■在第在第2424輪中超輪中超，，恒大恒大33：：00
大勝大連一方大勝大連一方。。 新華社新華社

■■南京沙葉隊南京沙葉隊
（（紅衫紅衫））挺進挺進
中冠中冠88強強。。

河海大學河海大學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林莉替換王夢潔首發上陣。 FIVB圖片
■■袁心玥（左二）11扣6中3攔1發貢獻10分。

FIV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