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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亞殘運」代表凱旋返港

絲卡在女單決賽以 6：2、6：1 直落兩盤擊敗王薔首奪
WTA 冠軍，極具侵略性的打法及刁鑽的擊球顯示出這名
年輕球手的潛質優厚，有能力晉身世界頂尖球手之列。

作為非種子球手，恩絲杜絲卡在今屆香港公開賽的表現令人驚
喜，4強面對張帥上演一幕絕地反擊，決賽對王薔更是打出一

場近乎完美的比賽，連勝兩盤 6：2、6：1 勇奪冠軍，在今屆香港
公開賽完成WTA首進4強、決賽及奪冠三個「第一次」。

首奪WTA錦標
在 18 歲之齡已獲得首個 WTA 巡迴賽錦標，目前世界排名 102 位
的恩絲杜絲卡前途絕對無可限量，她表示不會對未來有太多想像，
只會專注打好眼前每一場比賽：「贏了這個冠軍不會讓我感到壓
力，我還只是個新人，汲取經驗、打好每一場比賽就是我的目標，
每次比賽前我都會很期待，當然有朝一日我希望可以拿到大滿貫錦
標，不過目前最重要的是繼續進步。」在香港拿到首個 WTA 錦
標，恩絲杜絲卡已視香港為自己的福
地，並承諾下年一定會再來比
賽：「我很享受在香港比
賽，熱情的觀眾給予我很多
能量，很遺憾今次沒時間到
處遊覽，下年我一定會再
來。」

迎辭時，特別感謝各運動員為港爭
光：「香港運動員充分展現出永不
言敗、堅毅不屈的精神，我在此代
表特區政府及香港市民，向各運動
員致以崇高敬意！政府已落實香港
殘疾人士體育發展顧問研究的建
議，為殘疾運動員提供全職訓練機
會及更系統化支援。」
輪椅劍擊名將余翠怡今屆首次參
加 5 個項目，而且每項都有獎牌落
袋，共贏得1金2銀2銅，成為獎牌
之后，她表示奪得女子花劍團體賽
銀牌最難忘。
■一眾「亞殘運」代表昨日凱旋返港。

傷患影響王薔表現
至於中國
「金花」
王薔今場表現未如理想，除了對
手超水準發揮外，大腿的傷患亦影響了王薔的演
出：「兩隻大腿均有不同程度的拉傷，經過 4 強的
比賽確實有些疲累，今場有點動不起來。」
不過縱
觀今季表現，王薔狀態可說是漸入佳境，她表
示從今季的經歷得到很多啟發：「下季會以
打入世界前 10 為目標，年初時很想去贏
卻表現不好，後來心態放鬆了反而發
揮不俗，越在乎，壓力會越大，這是
我今年最大的得着。」而雙打決賽張
帥與史杜素的組合則以兩盤 6：4 擊
敗青山修子/瑪露索娃成為冠軍。

潛力湧現

可能成為一顆網壇巨星的誕生舞台，年僅 18 歲的恩絲杜

直落兩盤輕取王薔捧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今屆香港網球公開賽極

殘運共取得11金、16銀、21銅，共
48面獎牌，是歷來最佳成績，在個
別項目亦有突破，包括在硬地滾球
項目首次奪得金牌，在游泳項目亦
刷新了新亞殘運紀錄及亞洲紀錄。
我自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起，一直
支持殘疾人士參與運動，展示他們
的才能。香港隊在今屆亞殘運中，
一如以往表現出運動員拚搏和堅毅
不屈的精神，值得香港人敬佩及自
豪。特區政府一定會繼續投放資
源，支持殘疾人士體育發展。」
至於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致歡

恩絲杜絲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出戰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亞殘運）
的香港代表團昨午凱旋，大軍抵達
入境大堂時受到大批市民夾道歡
迎。
港隊今次成績為歷屆之冠，在43
個參賽國家和地區代表團中名列獎
牌榜第 10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熱烈祝賀香港運動員在印尼2018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中取得歷來最佳
成績，對運動員的優秀表現和體育
■余翠怡展示今屆所獲獎牌。 精神感到鼓舞。
林鄭月娥說：「香港隊在今屆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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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絲杜絲卡親吻獎盃
恩絲杜絲卡親吻獎盃。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王薔表現受傷患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一局15：9，取得6強賽「開門紅」。
數據上，朱婷以 25 分成為得分王，副
攻顏妮表現同樣出色取得 13 分；至於張
常寧及後備主攻李盈瑩，則分別貢獻 12
及 10 分。至於賽程方面，中國隊今日將
休息一天，並於明日對戰荷蘭隊。

郎平：打足五局是好的鍛煉
主教練郎平賽後則表示，打足 5 局是
對球隊不錯的鍛煉：「今天比賽初段還
是跟不上對手的節奏，美國隊是役發揮
出本身應有水平，故我們也做了打足 5
局的準備。在落後時我們陣容有所變
化，我對球員說必須力爭每一球，無論
如何，打滿 5 局對球員而言也是一個好
的鍛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朱婷（左）再度成為得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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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高域四奪上海大師賽

世錦賽反勝美國女排
中國六強戰旗開得勝

本年度女排世錦賽第 3 階段 6 強賽昨
日於日本名古屋展開，結果中國女排於
先贏首局，但一度被反超下，最終以局
數3：2險勝美國，順利旗開得勝。
中國女排是役正選派出主攻朱婷、張
常寧，副攻顏妮、袁心玥，接應龔翔
宇，二傳丁霞和自由人王夢潔出擊，而
球隊亦借複賽直落 3 局橫掃對手之勢，
以 25：22 先下一城。然而，衛冕的美國
始終是一支有質素的球隊，站穩陣腳後
便作出反擊，連贏 25：19、25：20 反超
前。站於落敗邊緣的中國女排，在第 4
局與美國上演激戰，雙方一度打成 23 平
手，結果後備入替的李盈瑩在此時挺身
而出，助國家隊贏 25：23 追成 2：2 平
手。到決勝的第 5 局，美國女排似是信
心受損導致頻頻失誤，最終國家隊再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上海勞力士大師賽
男單決賽昨午在旗忠網球中心中央球場打響。歷經 1 小時 36
分鐘的角逐後，祖高域擊敗哥歷第4次在這個場地捧盃。
兩人此前的兩次交手分別在 2016 年馬德里大師賽和 2018
年蒙地卡羅大師賽，這兩次紅土場上的交鋒都以祖高域獲勝
告終。今仗開賽之後，祖高域始終技勝一籌，最終贏6：3、
6：4，第 4 次在上海勞力士大師賽捧盃，也成為了賽會歷史
上奪冠次數最多的球員。
賽後，落敗的哥歷想用中文和觀眾互動，但很耿直地表示
了還不會說，此時祖高域上前耳語，教他說出了中文的「我
愛你」。哥歷稱，這是ATP比賽中最棒的之一，特別是這裡
的美食，讓他度過了美好的時光。他同時很感謝粉絲的支
持：「這裡的氛圍簡直再好不過了，非常美妙！」
而祖高域則用非常流利的中文稱：「你們好嗎？謝謝你們
的支持，我愛你們。」他深感從 2008 年奪得上海大師盃至
今，這裡給他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還不忘鼓勵後起之秀
哥歷：「今天的比賽打得非常艱辛，雖然我勝出了，但是相
信你今後會有更精彩的表現。」

三代帆船好手雲集中國海岸帆船賽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遊艇會主辦的第 26 屆
「中國海岸帆船賽 2018」於 10 月 12 日至昨日
在香港遊艇會中途島會所舉行，34 艘不同型號
的賽船分成 7 個組別作賽，賽事為期 3 天，60
後、80後及90後三代選手雲集比賽場地，並進
行多場順風及逆風賽、幾何賽及島嶼賽。
剛代表香港出戰 2018 亞洲運動會帆船比賽項
目的 80 後謝劭傑，既是香港遊艇會船隊「鳳
凰」（Phoenix）隊長，亦在是次比賽中為船隊
擔任「前帆調校員」崗位，他指各隊員在 3 日
的賽事中均能控制心理質素，故十分滿意船隊
表現。現年 21 歲的 90 後代表戚浩賢是「鳳
凰」船隊的「戰略分析員」，在賽事中負責觀
■鳳凰船隊核心成員均是退役香港代表隊運動員。
香港遊艇會圖片 察對手進度，並立即為隊友獻計如改變航道或

揚帆、收帆等。另一參賽隊伍「晨鵰」（EarlyBird）則雲集資深帆船好手，大部分船員均為
60 後帆船健兒，船員平均有逾 30 年的賽船經
驗。
香港遊艇會會長胡袓榮帶領船隊 Andiamo 及
8 位船員出戰中國海岸帆船賽，隊員匯聚華洋
賽船高手。胡是一名工程師，熱愛帆船運動的
他積極參與並支持香港遊艇會舉辦的帆船賽，
希望把帆船運動推廣予普羅大眾。為期 3 天的
比賽於昨天完結，賽事管理團隊綜合 3 天成績
後，將於明天公佈賽果。中國海岸賽周 2018 由
「中國海岸帆船賽」及「香港至海南賽」兩大
賽事組成，部分賽船在是次比賽後隨即於 10 月
18日展開長達390海里的香港至海南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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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昨日出
發到印尼準備周
二的國際友誼
賽，獲補選的羅
振庭（左）及中
村祐人都是第一
次當上大港腳。
兩人均表示會盡
力協助港隊爭
勝。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