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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街童變身香港跳高女神
欖總歡迎女子七人賽加入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欖球總會
（欖總）將於 2020 年開始舉辦
「滙豐世界女子七人欖球系列
賽」，賽事將成為明年「國泰航
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的一部分，也是 2020/21 年度八
個賽站的其中一站。
這個安排令女子和男子七人欖
球系列賽一同於具 44 年歷史的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
球賽」中相聚，球迷可於其中一
個全球最引頸以待的欖球賽事中
同時欣賞男、女子比賽的風采。
香港欖球總會行政總裁麥偉彬
對這個消息表示：「香港很高興
有機會將最優秀的女子七欖帶到
世界上最頂尖的七人欖球賽
上。」「加入女子系列賽，與我
們致力於比賽及香港欖球界推動
性別平等的理念一致，同時也鞏
固我們作為世界系列賽最佳賽站
之一的地位。我們正等待國際欖
球理事會完成參賽資格審核，以及就賽
制作進一步討論。」
女子系列賽將從六站比賽增至八站，
香港也會聯同杜拜、開普敦、咸美頓、
悉尼和巴黎成為同時舉辦男子和女子
系列賽的賽站。獨立的賽事也選址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格倫代爾
和加拿大卑詩省的蘭福德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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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公共屋成長的「香港跳高女神」楊
文蔚日前出席《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
計劃》的講座，向一眾香港中
學生分享其差點誤入歧
途，以及因接觸體

現

年 25 歲的楊文蔚既是
育而回歸正途
香港目前唯一的女子跳高
全職運動員，也是香港女子跳
的成長故
高紀錄保持者，她於 2017 年的亞洲
事。
田徑大獎賽中，憑 1.88 米的佳績第 4 度
打破香港女子跳高紀錄。
這位「香港跳高女神」人如其名樣子秀麗、
身材高挑，給人一種溫婉柔弱的感覺。實際上，她
卻是一位十分堅強、永不言敗的女生。楊文蔚笑着講
述一個童年回憶：「我自小跌倒從不會有大人來安慰，
我一向都是哭夠後，自己爬起來處理傷口，然後慢慢走回
家的。」

中學接觸體育改變一生
因此，堅強是她從小學會面對事情的一種態度。此外，
原來楊文蔚 6 歲時經歷了父母離異，隨後她和弟弟便跟隨

祖母生活在香港的公共屋。那時由於祖母忙
於生計，她曾一度淪為街童，直至她在中學接觸到體育
後，才慢慢地走回正軌。
這一切的轉捩點源於2007年。當時仍是中二學生的楊文
蔚參加校內陸運會的跳高賽事勇摘銀牌，及後被目前的教
練賞識，並一直帶領她走到今天。「跳高對我真的很重
要」，楊文蔚說，「跳高帶給自己很多東西，即便是她第
一次離開香港，也是因為代表香港到海外比賽，所以很慶
幸自己現時能以這項運動作為職業。」
楊文蔚在2010年成為香港女子跳高代表隊成員。其後經
過 6 年努力，她以 1.81 米成績首度打破香港女子跳高紀
錄。翌年，她更在亞洲田徑大獎賽中，憑 1.88 米的佳績第
4度打破香港紀錄，穩守香港女子跳高「一姐」的地位。

16歲身兼母職照顧家庭
其實楊文蔚在跳高路上奮鬥的同時，堅強的她也面對着
家中的轉變。在楊文蔚 16 歲時，祖母因病離世，而母親當
時需要長期在內地工作。那段日子，楊文蔚兩姊弟只能依
靠母親給予的生活費租住房生活。此外，她也要身兼母
職，下課後回家打理家務、煮飯和照顧弟弟。

楊文蔚年紀小小便需要承擔大人的擔子，但是她從不抱
怨。她勉勵在場的中學生別浪費時間埋怨，因為埋怨是沒
用的，而面對困難需要的是積極思考解決方法。正
如她剛開始身兼母職的那段時期，若她只懂抱
怨擔子太重，問題既不會因此而解決，擔
子也不會因此而減輕，最終事情還是
需要處理。
艱難的兒時歲月煉就了楊文
蔚堅強不求人的性格，她從
不掩飾出身「寒微」的
事實，並表示十分希
望透過自身的故
事，告訴輸在起跑
線的孩子，千萬
不要小看自
己，努力確
實可以改變
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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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遭重點防守
瓦基弗歐聯敗陣

瑞士羽賽石宇奇苦戰晉次輪
本屆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瑞士公開賽
日前展開首輪比賽，其中國家隊名將石宇
奇、諶龍和林丹均順利過關；至於新科全
英賽冠軍陳雨菲，以及陳清晨/賈一凡組
合，則分別於女單及女雙晉級。
由於今年羽毛球世錦賽在瑞士舉行，
故國家隊仍派出豪華陣容出戰只屬超級
300 賽事的瑞士公開賽。在首輪比賽贏得
最為驚險的相信非石宇奇莫屬，這位頭號
種子首局以 21：10 輕勝，但對手俄羅斯
的馬爾科夫在次局落後 16：20 時竟連救
四個賽點，最終更贏 23：21 追回一局。
到決勝局馬爾科夫一直和石宇奇拉成均
勢，雙方一度戰至 17 平手，幸而石宇奇
此時連得4分以21：17驚險過關。
相比石宇奇，諶龍和林丹就贏得輕鬆很
多；前者面對日本球手五十嵐優，便以直
落兩局21：12、21：11晉級。至於林丹就
突破全英賽一輪遊的陰影，只花了30分鐘

便以 21：11、21：6 擊敗主場球手科爾奇
邁爾過關。在第二輪比賽，石宇奇將面對
巴西球手科埃霍，而諶龍就會和首圈淘汰
愛沙尼亞球手穆斯特的黃宇翔同室操戈。
至於女單方面，剛贏得全英賽的陳雨
菲保持強勢，以直落兩局 21：14、21：
11 擊敗法國的齊雪霏，下一輪對手會是
愛沙尼亞的庫巴。
雙打方面，中國隊於女雙有三對組合
晉級；其中頭號種子陳清晨/賈一凡以直
落兩局21：15輕取德國對手出線；而6號
種子李汶妹/鄭雨以及陳露/徐涯，則分別
淘汰日本及丹麥的對手過關。至於男雙國
家隊今次僅派出劉成/張楠組合出擊，可
惜這對賽事 5 號種子卻以 12：21、17：21
不敵日本組合首輪出局。最後是混雙，賽
事 5 號種子魯愷/陳露以直落兩局擊敗丹
麥的索嘉德/波傑，順利取得出線次輪資
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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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朱婷被對手作重點防守的土耳其勁旅瓦基弗銀行，於昨日的女排歐聯八強首回合
比賽作客以局數2：3不敵俄羅斯代表莫斯科戴拿模（迪納摩），晉級形勢變得不利。
首局開始，主隊便以費蒂索娃和岡察洛娃重點照顧朱婷。只是開局發揮平平的後者
於尾段仍先後三次得分，終助瓦基弗以 25：20 先下一城。次局朱婷未能延續首局
尾段氣勢，先後因強攻被費蒂索娃封死及打出界，令球隊落後 9：13，最終輸 23：
25 被追平。第三局朱婷面對戴拿模防守又先後失誤，雖然雙方一度打成 17 和 23
平手，但尾段戴拿模發揮較佳贏25：23首度領先。
第四局初段朱婷憑出色的進攻和防守助球隊領先 9：6，自此瓦基弗一直取得
領先優勢並以 25：21 追平局數，雙方要打決勝局分勝負。可惜在最後一局，
朱婷雖然兩度發球建功，更一度助瓦基弗領先 11：7，但此時主隊防守發揮效
用，先後攔截朱婷和羅賓遜等的扣球，最終以 15：13 反勝，贏局數 3：2 先
拔頭籌。
數據方面，朱婷明顯是莫斯科戴拿模的重點防守對象，無論進攻和
一傳都承受巨大壓力，故雖然在 28 個一傳中僅有 1 次直接失誤，但進
攻 47 次扣球僅 20 中並有 2 次失誤和 7 次被攔，43%的成功率較
個人平均水準略低。
歐聯八強次回合比賽將會在 3月19日至21日舉行。在
香港時間 3 月 21 日凌晨，瓦基弗銀行將回到主場與
莫斯科戴拿模再決高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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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
報道）第十五屆世界夏季特奧會
將於當地時間 14 日晚在阿布扎比
開幕，共吸引 195 個國家和地區
的 代 表 團 的 7500 餘 名 運 動 員 參
賽。第十五屆世界夏季特奧會中
國代表團團長王梅梅介紹，為期 7
天的賽事，將進行田徑、游泳、
籃球、融合足球、乒乓球、羽毛
球等 24 個大項的角逐，中國代表
團的 104 名運動員將參加 10 個項
目的比賽。
王梅梅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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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特奧會是為智障人士設立的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綜合性賽事與
活動。本屆大賽將在阿布扎比和
迪拜兩個賽區進行，將有 195 個
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參賽，5 個代
表團蒞臨觀摩。
根據安排，中國代表團於當地
時間 9 日抵達阿聯酋，在沙迦參
加城市接待活動後，於 11 日
分別入住阿布扎比
和 迪

拜賽區，進行賽前訓練。王梅梅
透露，目前，中國特奧隊員賽前
狀態良好，中國代表團將全力做
好服務保障工作，確保圓滿完
成各項參賽任務。

傑志泰迪成功辦妥簽證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足球總會早前收到香港
超級聯賽球會傑志，就其註冊外援球員泰迪
申請中國簽證一事要求協助。香港足球總會
經過多方面作出協調之後，泰迪已經趕及辦
妥簽證。

