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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江旻憓再創歷史！世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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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二的香港劍擊好手江旻憓繼上月古巴站後，再於世界
盃巴塞隆拿站封后，不僅成為首位於世界盃連奪兩金的香
港女子重劍運動員，更有望衝擊世界「一姐」的寶座。

■江旻憓有望做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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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迎來大爆發，於 1
江旻憓在
月世界盃古巴站成為首位香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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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重劍冠軍，當時世界排名更躍升至第
二，雖然之後的多哈大獎賽爆冷首圈出
局，不過來到巴塞隆拿站江旻憓再次大
發神威，這名 25 歲劍手在 64、32 及 16
強均輕鬆勝出，到 8 強遇上韓國劍手 Sera Song 則以 15：13 驚險取勝。四強面
對愛沙尼亞好手姬絲汀娜，江旻憓早段
雖然一度落後，不過她尾段卻發揮凌厲
後勁連贏四分以15：11淘汰對手。

決賽挫韓國名將李慧仁
決賽硬撼韓國名將李慧仁，雙方
實力接近，之前三度交手勝負均在
一分之差，今場戰況亦非常緊湊，
江旻憓中段連取數分成功佔得先
機，最終以 15：12 擊敗對手勇
奪冠軍，連續兩個世界盃分
站封后再創新紀錄。
由於世界排名第一的意
大利劍手娜華莉雅在今站
早於 16 強出局，江旻憓
的世界排名積分與這
位世界「一姐」已
相當接近，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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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今年登上世

巴黎柔道賽首日賽事結束
為期兩天的國際柔道聯合會巴黎大滿貫
賽日前拉開帷幕，劉亭在出戰當日比賽的
12 位中國隊選手中成績最好，在女子 48
公斤級排名並列第七。另一中國選手張雯
在女子 57 公斤級第二輪中遭遇里約奧運
會金牌得主拉斐拉席爾瓦，最終被對手一
本取勝。
■新華社

李玲報捷獲世錦賽參賽權
中國撐桿跳選手李玲，於比利時根特舉
行的國際室內田徑公開賽中，以4米56成
績獲得女子冠軍，成功獲得今年世錦賽參
賽資格；另一方面，中國選手張偉則以 5
米 60 成績，獲得男子冠軍，可惜他之後
挑戰 5米71的世錦賽參賽資格失敗，未來
仍要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至於江旻憓賽後接受了當地電視台訪問，
她表示：「之前到巴塞隆拿參加比賽的成
績均欠佳，幸好今次終於有重大進步；今
站比賽所有劍手的實力均很強，我非常尊
重她們，今次能夠做出好成績，多少有點
運氣的幫助。至於團體賽，我認為自己已
準備好，會盡全力打好比賽。」接她說：
「但現在有點肚餓，想先吃點東西。」

自身風格：「對方踢法直接，行軍速度
快，我們在控球上要做得更好，掌握比賽
節奏。」朱志光亦認為球隊於奪得高級組
銀牌冠軍後信心
更強，狀態亦比
對手好。傑志昨
日抵埗後已展開
備戰，而比賽將
於 周 二 晚 （2 月
12 日）假馬來西
亞霹靂體育場舉
傑志圖片
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豬年
首個比賽日 3 場菁英盃分組賽，其中 B
組理文以 6：2 大勝凱景後跳升至小組
榜首，A 組佳聯元朗 2：1 力克和富大
埔後，更令後者連續 3 屆殺入決賽的美
夢幻滅。
頭場上演的理文對凱景，兩隊在聯
賽交手只一球上落，豈料今仗意外出
現大手交易。鄭兆均 8 分鐘近門建
功，為大勝掀開序幕。8 分鐘後干沙利
斯白界前補中，加上尼迪利極刑得
手，理文 23 分鐘已遙遙領先 3：0。
凱景兵敗如山倒，完半場前再多失
兩球。38 分鐘干沙利斯接應角球再建
一功，2 分鐘後曾梓軒擺烏龍，理文領
先到 5 球，但這還不是上半場紀錄。
補時 2 分鐘金玟基頂入，追成 1：5 完
半場。
換邊後金玟基於 64 分鐘再入一球，
但理文 74 分鐘亦由干沙利斯主射 12
碼，將戰果鎖定為 6：2。理文大勝一
仗，3 戰得 6 分跳升上 B 組榜首。但最
終能否晉級，還要視乎最後一周對傑志
的戰果。
同日上演的另外兩場A組比賽，佳聯

元朗主場對和富大埔之戰，60 分鐘先
由陳廣豪開紀錄，6 分鐘後慕沙左腳射
成 2：0。重返港超的辛祖下半場後備
上陣，補時 2 分鐘為大埔破蛋成 1：2，
可惜未能挽回出局厄運。至於另一場東
方龍獅對夢想 FC，雙方踢成 0：0，夢
想成功出線。

■隋文靜（下中）、韓聰（上中）、穆爾
托爾斯（下左）、馬里納羅（上左）、彭
程（下右）和金楊在頒獎台上。 新華社

■大埔的陳肇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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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磊留洋主場
「地標」
戰造 12 碼
香港時間周日凌晨，西甲愛斯賓奴 命，迎來主場「地標」戰。第 69 分
主場以2：1擊敗了華歷簡奴。國足球 鐘，武磊接應隊友傳球後扣過防守隊
員武磊66分鐘後備登場完成留洋後的 員，殺入禁區後被對手掃跌獲得 12
主場「地標」戰，他在比賽中連過兩 碼，協助愛斯賓奴扳平比分。
人製造 12 碼，幫助球隊獲得了近 6 輪
賽後統計數據顯示，武磊登場後完
聯賽的首場勝利。
成24次觸球，其中11次傳球，成功率
雖然在亞洲盃期間身負肩
傷，但武磊在加盟愛斯賓奴後
不到一周就亮相西甲，在上輪
愛斯賓奴作客對維拉利爾比賽
中第77分鐘後備登場，最終兩
支球隊2：2賽和。
在愛斯賓奴與華歷簡奴的比
賽中，上半場開場不久主隊就
連遭打擊。華歷簡奴率先破
門，愛斯賓奴0：1落後，隨後
武磊（
（右一
右一）
）在
愛斯賓奴正選左翼皮亞堤受傷 ■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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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場，第 66 分鐘武磊臨危受

達 91%，他三次過人兩次成功突破。
但遺憾的是，武磊在12碼之前錯失了
一次單刀機會。愛斯賓奴隊主教練盧
比賽後表示，武磊球風靈活直接：
「這是他出現在場上的原因，我們都
認為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員。」
談及自己的表現，武磊坦
言沒想到主場「地標」戰能
登場這麼長時間：「贏下這
場比賽非常重要，讓球隊在
積分榜往上走，主場的氣氛
非常好，感謝球迷、教練和
隊友的幫助，讓我更快地融
入。」武磊也同時表示，這
場比賽中本來有入球機會但
沒能把握住，希望自己留洋
後的首個入球也能盡快到
來。
■中新社

隋文靜 韓聰稱霸四大洲花滑賽

傑志出發馬來西亞備戰亞冠外

長話
短說

努力準備望打好團體賽

菁英盃大勝凱景
理文升榜首

■理文射手尼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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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傑志昨日
出發前往馬來西亞，準備周二對霹靂的亞
冠盃外圍賽次圈賽事，主帥朱志光認為炎
熱天氣將是球隊
最大敵人。
傑志要取得
亞冠盃小組賽席
位必須連過兩
關，而首關對手
將是馬來西亞球
隊霹靂，朱志光
傑志出發到馬來西亞。
。
表示球隊要踢出 ■傑志出發到馬來西亞

界排名第一的寶座。

在日前進行的 2019 年四大洲花
樣滑冰錦標賽雙人滑比賽中，中國
組合隋文靜/韓聰在自由滑中更勝
一籌，以0.06分的優勢力壓加拿大
名將穆爾托爾斯/馬里納羅奪冠。
另 一 對 中 國 組 合 彭 程/金 楊 以
205.42分獲得第三名。
在之前進行的短節目比拚中，隋
文靜/韓聰排在第二，位居穆爾托
爾斯/馬里納羅之後，但分差不到
0.5 分。在當日進行的自由滑比賽
中，兩對組合依然難分伯仲，也都
出現一些小瑕疵，最終隋文靜/韓
聰 以 136.92 分 拿 到 自 由 滑 第 一
名，並以總成績 211.11 分獲得金
牌 。 穆 爾 托 爾 斯/馬 里 納 羅 則 以
211.05分獲得銀牌。
由於女伴隋文靜在去年平昌冬奧
會後確診為右腳疲勞性骨折，被粉
絲們稱作「葱桶組合」的這對世錦
賽冠軍、冬奧會銀牌組合遠離賽場
10 個月之久，在今年 1 月才開始嘗
試復出。這個冠軍是對隋文靜/韓
聰半年來努力恢復的肯定，更證明
了他們的實力。在 3 月即將到來的
花滑世錦賽上，隋文靜/韓聰也將
是冠軍的有力爭奪者。
隋文靜說：「我們賽前還是很緊
張的，我很高興能順利完成整套動
作，但說實話，這還不是最好的我們。我們
會繼續努力，爭取在未來的比賽中滑得更
好。」韓聰賽後也表示，整套動作還沒有達
到完美，仍需要打磨。能克服傷病迅速達到
巔峰也讓隋文靜感慨不已。她說：「非常感
激那些幫助和支持我的人，更感謝我們的對
手們。」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