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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戰香港國際七欖近十載未言退

短說
長話

短道速滑世錦賽 中國奪三銀
短道速滑世錦賽當地時間10日在保加利亞

首都索非亞落幕，中國隊在男子5,000米接力
項目再添一銀，本屆賽事共獲得3銀1銅。韓
國隊和荷蘭隊瓜分了所有金牌，分別獲得7個
和3個冠軍。其中在當日進行的男子5,000米
接力決賽中，由任子威、武大靖、許宏志和楊
帥組成的中國隊奮力拚搏，一度取得領先，然
而最後一棒被韓國隊超越，最終以7分04秒
651奪得銀牌。 ■新華社

2018年內地日辦馬拉松4.3場
中國田徑協會昨公佈了2018年度內地馬拉

松大數據。去年中國境內舉辦的800人以上馬
拉松（下圖）及相關賽事達1,581場，平均每
天舉辦4.3場。其中，中國田協認證賽事有
339場，全國馬拉松累計參賽人次583萬人，
共計有285個地級市舉辦馬拉松賽事。此外，
中國田協還對賽事組織不當、發生違規事件造
成嚴重負面影響的賽事運營公司，處以取消
1-5年運營資格，永久禁入等處罰。 ■中新網

香港劍后江旻憓日
前雖於布達佩斯重劍大
獎賽32強止步，但仍在

國際劍聯（FIE）昨日公佈的
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升上榜

首，成為首位登上世界「一姐」寶
座的香港劍手。
江旻憓於今年連奪古巴夏灣拿及巴塞隆拿

兩站世界盃女子重劍金牌，世界排名躍升至
新高的第2位，只要在
今站布達佩斯大獎賽繼
續打出佳績，便可取代
意大利「一姐」Mara
Navarria 晉升世界第
1。惟後者爆冷「一輪
遊」，在32強止步的
港將得以提前登上世界
第一寶座，為香港劍史
寫下新一貢。江旻憓本
月 22 日將赴內地四
川，參加世界盃成都站
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兩支中超勁旅山東魯能及廣州恒大，將
於今晚的亞冠盃分組賽先後登場，其中前者
將於主場迎戰日職代表鹿島鹿角。（有線
611、651 台，now670 台及 Fox Sports
Play今午3時30分直播）
魯能於上輪分組賽作客成功逼和韓國代

表FC慶南，球隊於比賽尾段更創造出多次
機會，表現異常出色，加上兩大外援派利及
費蘭尼皆可候命，該可擊退過去四場正式比

賽僅兩勝的鹿角，取得首場分組賽勝利。
首輪分組賽主場兩球淨勝廣島三箭的廣

州恒大，今晚則會出訪韓國代表FC大邱。
恒大近年於亞冠表現出色，過去四次亞冠客
場比賽更保持1勝3和不敗，其中三場順利
零封對手，故只要發揮水準，今晚成功搶分
機會甚高。（有線611、651台，now670
台及Fox Sports Play今晚6時30分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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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10
日在英國伯明翰結束，中國國家
羽隊（國羽）選手發揮出色，在
五個項目中贏得三項冠軍。其
中，小將陳雨菲戰勝兩屆賽事冠
軍戴資穎，幫助國羽時隔5年再
次拿下女單冠軍。
陳雨菲此前與來自中國台北隊的
世界頭號選手戴資穎11次交鋒，
無一勝績，但她當天佔據優勢，面
對對方緊迫時表現出穩定的心理素
質，最終以兩個21：17獲勝。
獲勝後的陳雨菲倒在地上慶祝勝
利，國羽選手上一次在全英女單中
奪冠還是2014年。「這是我職業
生涯中最好的成績，我很激動。這
是國家羽隊女單組全部教練員和運
動員們努力的結果，也是整個女單
組的榮耀。」陳雨菲賽後說。

女雙比賽，國羽同樣書寫了新
的一頁：五號種子陳清晨/賈一
凡經過1小時22分鐘的苦戰，在
首局失利後連扳兩局，以18：
21、22：20和21：11擊敗三號種
子、日本組合松本麻佑/永原和
可那，時隔三年後為中國隊重新
奪回女雙冠軍。
混雙頭號種子鄭思維/黃雅瓊以

21：17和22：20戰勝衛冕冠軍、
日本的渡邊勇大/東野有紗，為國
羽拿下第三個冠軍，也報了去年
決賽輸給對手的「一箭之仇」。
男單決賽在最近兩年的世界錦標

賽冠軍之間進行，排名世界第一的
桃田賢斗以 21：11、15：21 和
21：15戰勝丹麥的安賽龍奪冠，成
為歷史上第一位贏得全英賽男單冠
軍的日本選手。 ■新華社

魯能恒大分途戰亞冠 勝利可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將於下月初舉行，去年歷史性奪得亞運金牌的港隊，首次以亞洲王者

姿態於大球場出師，賽前本報訪問了陣中主將姚錦成，談談港隊未來目標之餘，

他更首次披露東京奧運之後的動向。（記：記者；姚：姚錦成）：

記：你參加七欖多年，有沒有特別難
忘的回憶？
姚：我已參加七欖差不多十年了，最
難忘應該是在第一年的比賽，賽前既興
奮又緊張。我們更贏了世界級強隊，例
如威爾斯等，最後成功取得銀盾賽的冠
軍（2010年），絕對是難忘的回憶。

亞運金牌增強了隊員信心
記：今年賽事又有什麼目標？亞運金牌

後出戰七欖會帶給港隊什麼優勢或壓力？
姚：亞運金牌後，隊員的信心都增強

了，所以大家都變得更積極，希望將應
有的水平發揮出來。可能我們以後的比
賽都會被寄予厚望，但我不會感覺有壓
力，這是令我更落力比賽的推動力。今
年目標當然是在資格賽中勝出，打入世
界系列賽。
記：港隊成績穩步上揚，關鍵在哪裡？

一年一度的七欖會否是其中一個原因？
姚：我認為關鍵在於球員的付出及教
練的指導。當球員間的默契增加，戰術
純熟、大家技術亦同步提高，這有助港
隊的成績進步。再加上有資金支持我們
到外地參加不同的比賽，有助我們整隊
的技術及各方面均有迅速提升與進步。

七欖當然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正所謂遇
強愈強，因為在七欖中會面對更多國際
一流隊伍，並一同比賽，從比賽實戰中
令我們成長得更快。

11月力爭首名奪東奧門票
記：亞運金牌之後，你職業生涯最大

目標就是進軍東京奧運嗎？港隊備戰情
況怎樣？
姚：最大目標一定是進軍奧運，港隊

為此已備戰得如火如荼。奧運前還有幾
場大賽，當中包括七欖資格賽及亞洲系
列賽等，這些都可說是作為奧運前的準
備。我們11月會到韓國參加一系列的比
賽，爭取第一名，以獲得東京奧運參賽
資格。
記：你去年說過最後一次參加亞運，

自己未來動向怎樣？或者要達到什麼目
標才會考慮退役？
姚：是的，上年亞運後我曾說過是最

後一次，但現在有機會參加奧運，當然
希望取得資格，代表香港登上這個國際
舞台。奧運比賽後就真的要計劃退役
了，當然，是想完成一些目標，包括參
加奧運，並於奧運比賽中爭取最佳成
績，希望令我的球員生涯變得更完滿。

奧運後退役 或進軍商界
記：那麼你自己將來的計劃

是什麼？
姚：當欖球被列入精英項目後，

我作為運動員覺得各方面保障都很好，
因為有資助，為運動員未來鋪路。很多
欖球員退役後，會向教練或與球會相關
的工作發展。至於我自己退役後，則有
計劃進軍商界，到時再向大家公佈。
記：近年香港運動員多了人認同，亦

曾有廣告商聯絡你合作，自己是否嚮往
這方面發展？
姚：其實我並不是嚮往拍廣告，只是

作為一個運動員，希望可以透過不同途
徑去宣傳運動，及將正面信息傳達給公
眾。因此今年我與莊嘉欣一同接受
Cigna信諾的邀請，作為他們七欖期間
的 「Converting Hearts &
Minds」活動大使，宣揚身心健康
平衡的重要性。可能之前都曾
與康文署合作過，所以今
次的拍攝也不太難。但
如果給我選擇，打
波 更 適 合
我。

■■香港欖球隊在去年的印尼亞運歷史性奪取金牌香港欖球隊在去年的印尼亞運歷史性奪取金牌。。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國泰航空/
匯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昨晚進行抽籤儀
式，香港男隊被抽入E組，對手包括東加、津
巴布韋及菲律賓；女隊則於B組與肯雅、巴布

亞新幾內亞及烏干達三支非洲隊爭出線。
港隊今年以亞運金牌得主身份參戰，港隊教練

莊保羅相信會成為眾矢之的：「由於奧運關係，
很多對手都投入很多資源去備戰，相信各隊實力
都會增加，我們遇到的難度會更大。」隊長黎萬
利也表示：「我們曾經贏過津巴布韋及菲律賓，

今次相遇也一定會盡全力去打倒他們。」
男子組其餘分組形勢如下：（A組）南非、薩

摩亞、蘇格蘭、日本；（B組）法國、阿根廷、
加拿大、葡萄牙；（C組）斐濟、新西蘭、澳
洲、肯雅；（D組）美國、英格蘭、威爾斯、西
班牙；（F組）愛爾蘭、俄羅斯、鳥拉圭、牙買
加；（G組）智利、德國、烏干達、庫克群島。
香港女子隊賽事則為「世界女子七人欖球系列

賽外圍賽」，4月4日先假掃桿埔運動場開戰，翌
日移師到香港大球場舉行。

七欖抽籤 港男或成眾矢之的

■■亞運凱旋亞運凱旋
後後，，3131 歲歲
的姚錦成曾的姚錦成曾
表示可完美表示可完美
退役退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雨菲在女單決賽擊陳雨菲在女單決賽擊
敗戴資穎封后敗戴資穎封后。。美聯社美聯社

■■鄭思維鄭思維//黃雅瓊黃雅瓊
（（右右））奪混雙冠奪混雙冠
軍軍。。 美聯社美聯社

■費蘭尼（右）在中超首輪對北京人
和的比賽中取得入球。 新華社

■江旻憓在1月的古巴夏灣拿世界盃勇奪冠軍。 資料圖片

■■中國選手任子威中國選手任子威（（右一右一）「）「坐包廂坐包廂」」
無機會突圍無機會突圍。。 路透社路透社

■■姚姚錦錦成成參參戰戰香香港港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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