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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賽）即將在杭州揭幕。奧運冠軍孫楊將參
加自己運動生涯中的第一次短池世錦賽，他
還將在開幕式上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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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征短池世錦賽

本年度世界游泳錦標賽（以下簡稱短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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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的參賽名
日前，中國游泳隊公佈了
單，孫楊榜上有名。根據國際泳聯制定
的短池世錦賽參賽標準，選手必須要在認可
的比賽中達到一定的時間標準才能參加單項
比賽。孫楊此前並沒有參加相關比賽，也沒
有單項達標成績，因此他將在接力中上場。

孫楊：積極備戰中

孫楊目前參加過六屆長池世錦賽、三屆
奧運會，是世界上首位集 200、400、800 和
1500 米自由泳世錦賽冠軍於一身的選手，
也是 200、400 和 1500 米自由泳奧運冠軍得
主，可是他從來沒有參加過短池世錦賽。杭
州，將迎來他的短池世錦賽首秀。近一年
來，孫楊一直在訓練中惡補短板，包括出發
和轉身技術。由於短池比賽是在 25 米泳池
中進行，轉身增多，所以他將在杭州短池世
錦賽迎接考驗。孫楊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自
己的轉身視頻，並表示「積極備戰中」。
杭州短池世錦賽將於 11 日至 16 日舉行。
日前開幕式主創團隊介紹，開幕式總長 40
分鐘，表演時間為 8 分鐘，人員總數不超過
60 人，將體現「小而美、小而精、高科
技」元素，內容保密。不過目前已經確認，

中國泳隊 42 人名單
男運動員
（19人）

孫楊、徐嘉余、李朱濠、汪順、商科元、何俊毅、王一哲、邱子傲 、
曹犄文、余賀新、王鵬、閆子貝、錢智勇、李廣源、季新杰、侯鈺傑、
覃海洋、沈加豪、王立卓

女運動員
（23人）

柳雅欣、朱夢慧、葉詩文、李冰潔、張雨霏、周敏、劉湘、楊浚瑄、
艾衍含、彭旭瑋、傅園慧、吳越、陳潔、王一淳、劉效菡、張雨涵、
王簡嘉禾、史婧琳、於靜瑤、索冉、王靖卓、楊暢、馮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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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7 獲勝，從而以總比分 3：1 拿下比
賽。
「第二局首先是我們自身失誤少了，而
對方有些急躁，失誤多，我們抓住了機
會。」賽後王夢潔表示，球隊在攔防方面沒
有給對方造成阻礙是失利的主要原因。以借
調身份加入浙江女排參加世球盃，王夢潔表
示自己在防守端表現並不理想。「世錦賽之
後，身體有些疲勞。下場比賽還是全力以赴
打好每個球，現在球隊一場比一場表現
好。」她說。
兩輪比賽過後，土耳其和巴西的兩支球
隊均以兩戰全勝的戰績提前鎖定準決賽席
位。
■新華社

無緣英錦賽八強
中國選手魯寧日前在英國桌球錦標賽第四輪比賽中，與
英國選手福特經過五個多小時激戰，以 5：6 惜敗對手，
無緣八強。
排名第 112 位的魯寧堪稱本屆英錦賽的最大「黑馬」，
面對排名第 36 位的福特，他本來可以再創奇跡，可惜因
為關鍵時刻的失誤功虧一簣。魯寧先後以 1：0、2：1、
3：2 領先，並以 5：4 拿到賽點。第十局比賽，他上手率
先拿下 36 分，但在面對一個難度並不大的紅球時失誤，
被福特抓住機會逆轉，將比分扳成5：5。決勝局中，兩人
陷入防守大戰，一局比賽打了近一個小時，35歲的福特以
53：37獲勝。從晚上7點開始到凌晨12點半結束，這場比
賽打了五個半小時。
魯寧賽後對 5：4 領先時打丟紅球感到非常遺憾，認為
那個球讓勝利的天秤偏向了對手：「那個紅球我打得有點
快，沒想好就出手了，那個球打丟之後，我就感覺整個比
賽運氣就不在我這邊了。」對於最後一局比賽的失誤，魯
寧認為並不是自己面對壓力緊張的原因，而是比賽打得時
間太長，精力跟不上了。「其實勝負關鍵就是幾個球，比
賽前我就感覺已經完成了目標，心態非常平靜。」他說。
■新華社

河南奇境欒川迎新馬拉松元旦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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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韻動中國·
「洛陽農商銀行杯」
2019 奇 境 欒 川 迎 新 馬 拉 松 賽 將 於
2019 年元旦在河南省欒川縣鳴槍開
跑，以「滑雪尋俗泡溫泉，跑馬欒川
迎新年」為主題，通過旅遊＋體育的
新模式，構建多元化、特色化的賽事
活動，將吸引全國各地跑友到欒川，

體驗一場非同尋常的奇境馬拉松。
賽事設男子、女子半程馬拉松，迷
你馬拉松（含親子跑），奇裝異服跑
等三個項目，賽事規模3500人。報名
工作已於 11 月 20 日啟動，報名截止
日期為 12 月 20 日。此次馬拉松賽的
獎項設置、獎金、獎品豐富。半馬男
子、女子前三名獎金分別為 10000

傅園慧讚場館舒適
「無論是美觀度還是舒適度，這個場館
都非常好。」比完測試賽感受到「小蓮花」
現場環境後，傅園慧對場館讚不絕口。不過
由 8 片「花瓣」組成的旋轉開閉式屋蓋似乎
也給她帶來了些許困擾。「自由泳還行吧，
但是背泳的話，我感覺（看）這個頂棚稍微
有點暈。」她說。第一次在家門口迎來國際
大賽，這也讓傅園慧對比賽更加期待。「在
家門口比賽會更放鬆，可以盡情享受這個比
賽。」不過對於比賽目標，傅園慧還是頗為
低調。「期待是比較期待，但是會游出什麼
樣的成績還是比較未知吧。頂棚的話，我現
在還沒有適應。」她說。
■新華社

元、5000 元、2000 元，同時獎勵鸞
川玉獎牌、瑪瑙石眼鏡一副，前 100
名選手除現金獎勵外，均可獲贈欒川
印象大禮包一份。
該項賽事是洛陽市首個由專業團隊
打造，為跑馬選手及愛好者提供的一個
專業馬拉松賽事平台，本賽事將體育
健身與旅遊相結合，賽道起點於5A景
區老君山，途徑鸞州大道、寨溝，終
點位於5A級景區雞冠洞，將全方位展
示欒川冬季清淨、自然的旅遊環境。

國際汽車拉力賽昆明發車

魯寧惜敗福特

在紹興舉行的女排世界球會盃日前繼續
第二日比賽。面對加比和娜塔莉亞領軍的巴
西米納斯女排，浙江女排苦戰四局敗北，遭
遇兩連敗。
此役首局比賽，面對米納斯女排的強
攻，浙江女排在場上有些不適應，很快便
以 12：25 敗下陣來。第二局米納斯女排自
身失誤增多，而浙江女排在穩住陣腳後連
續打出好球，以 25：21 扳回一局。第三局
米納斯女排迅速作出調整，保證一傳穩定
性的同時加強了攔網，在進攻端也更加多
變。25：10，米納斯女排再下一城。第四
局，浙江女排開局以 6：1 領先，不過隨後
米納斯女排打出小高潮連續追分，並以

作為土生土長的杭州人，孫楊將在開幕式上
亮相。
另一方面，比賽場館「小蓮花」日前舉
行了公開測試賽。除傅園慧等浙江本土知名
運動員外，測試賽還吸引了來自民間的百名
游泳愛好者參與體驗。本次測試賽的所有細
節，無論是比賽過程、還是升國旗等頒獎儀
式程序，幾乎都按照短池世錦賽正式比賽的
高標準流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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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球盃兩連敗
浙江女排不敵米納斯

■近況大勇的徐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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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2018
「一帶一路．七彩雲南」國際汽車拉力賽（以下簡
稱：拉力賽）昨日從昆明發車，賽事行程將縱貫東
南亞、南亞大陸東盟核心區，沿途並將舉行多場賽
事及經貿、文化交流活動。
本次拉力賽由 43 輛越野車及參賽車手、商貿代
表、媒體記者和組委會工作人員約 130 人組成，賽
事歷經 18 天，行程 5000 餘公里，途徑老撾、柬埔
寨、泰國後將於12月23日返回中國，並在雲南西雙
版納景洪市舉行場地賽及收車儀式。期間，7日在景
洪－磨憨路段舉行集結賽，9日在老撾琅勃拉邦進行
文化交流，18日在泰國曼谷舉行場地賽及商貿會。
在 2016 年、2017 年成功舉辦的兩屆「一帶一路
．七彩雲南」國際汽車拉力賽基礎上，今年將採用
「體育搭台、經貿唱戲、文化交流」的模式，繼續
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促進雲南與南
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多層次、多領域的商貿、體
育和文化交流，以跨國大型汽車賽事的持續影響力
打造國際品牌體育賽事。

■車手賽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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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名 接 班

剛宣佈退役的花劍運動員崔浩然，昨
晚出席香港體記協會30周年晚會時重申退役不是倉促決定，並
點名新秀吳諾弘有條件接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